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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办发〔2018〕2号

★

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峡江县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

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党委、政府，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经县委、县政府同意，现将《峡江县 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实

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峡江县委办公室 峡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3月 5日

峡江县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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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略思想，全面落

实省市脱贫攻坚“春季攻势”“夏季整改”“秋冬冲刺”安排部署，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强化监督考核，持续巩固全

县脱贫攻坚发展成果，圆满实现脱贫攻坚工作目标。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脱贫攻坚战略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扣“核心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

续”总要求，以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为靶心，以实现贫困人口“两不

愁、三保障”、贫困村退出为目标，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

方略，按照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采取超常规举措，

拿出过硬办法，集全民之智，举全县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目标任务

（一）贫困人口。通过加大精准扶贫力度，确保贫困人口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高于全县平均增幅。全县实现 1500名贫困

人口脱贫（详见附件 1），贫困发生率控制在 1%以内，群众满意

度达 95%以上，脱贫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35元以上，有

安全的住房，无因贫辍学的子女，基本医疗能就近保障，能喝上

安全的饮用水，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渠道。

（二）贫困村。深入推进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育贫

困村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稳定在 5万元以上，巴邱镇

何家村、仁和镇彭家村、砚溪镇金坊村脱贫退出，农村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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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共服务功能较为完备，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指标达到全县

平均水平。持续做好 2014—2017年已退出的 7个贫困村的巩固

提升工作，兼顾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均衡发展，为我县脱贫攻坚再

战再胜、连战连胜、决战决胜奠定坚实基础。

三、重点工作

2018年，紧扣脱贫目标，聚焦精准到户、“两不愁、三保障”

以及贫困村退出 9项指标体系，集中力量、盘活资源、整合资金，

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

（一）聚焦精准到户，巩固脱贫攻坚基础

1.加强精准识别。严格按照贫困标准和认定程序，以农村人

口为对象持续做好脱贫退出、返贫纳入和新识别贫困人口认定。

要进一步全面排查，对符合条件的特别是还有未整户识别的家庭，

全部纳入建档立卡系统管理，应进尽进，不落一人。系统关闭期

间，拟新增贫困户按程序认定，按要求建纸质档案。

2.提高脱贫质量。严把退出标准、退出程序、核查比对、评

估检查“四个关口”，确保脱贫人口稳定达到“两不愁、三保障”要

求。综合考虑贫困户退出的家庭经济收入与住房、医疗、教育等

支出平衡情况。进一步靠实县乡村三级在脱贫验收中的责任，杜

绝“数字扶贫”“造假扶贫”，对精准脱贫失责问题进行倒查追责。

3.建立长效机制。坚持一手抓贫困人口脱贫，一手抓已脱贫

人口巩固提高，加强对已脱贫人口跟踪评估，定期入户了解生产

生活情况，对退出不达标、脱贫不稳定以及因各种因素返贫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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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纳入。落实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项目、减贫不减力度的要

求，继续强化对已脱贫人口帮扶，完善保险、救助等风险防范机

制，减少因灾因病因学返贫，确保退出贫困户稳定脱贫。

（二）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提升行业扶贫工程

1.着力实施产业扶贫提升工程。以“乡有特色产业、村有扶贫

基地、户有增收项目”为基本要求，引导贫困群众因地制宜发展致

富产业，确保产业扶贫全覆盖。一要全面推进产业扶贫。大力发

展“四个一”产业，每个贫困村至少要建立1个100亩以上扶贫产业

基地，吸纳10户以上贫困户参与发展，按照建设规模，每个产业

基地安排10—2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深入开展资产收益性扶

贫，对未脱贫贫困户，县财政每户安排0.6万元产业扶持资金，对

吸纳贫困户的农村经济体给予适当补助。二要全面推进光伏扩面

工程。加快实施光伏扶贫扩面工程，每个贫困村（含“十二五”贫

困村）至少建设1座光伏村级电站，每个新建电站按招标价的80%

进行补助。村级电站所获收益归村集体所有，主要用于失能弱能

贫困人口、村级公益岗位、村级产业发展、村级公益事业等，收

益分配对贫困户不搞平均发放，杜绝养贫助懒现象。三要全面推

进电商扶贫。按照“一乡一站一品”要求，组织农村经纪人、种植

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开展标准化生产，推动特色农产品上线，培

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年内实现贫困村电商服务平台全覆盖。

行政村建设电商服务平台，县财政给予奖补1万元。四要全面推

进金融扶贫。坚持因户施策、因业施策，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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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政策，稳步扩大信贷产品规模，适时开发推出新的对应产品，

引导贫困户将贷款用于自我发展，确保金融扶贫精准滴灌。大力

实施“产业扶贫信贷通”，通过户贷户用、入股合作等模式，为每

户贫困户提供3—5万元贴息贷款，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筹措

难问题。

2.着力实施就业扶贫提升工程。按照“精准扶贫、就业一人、

脱贫一户”的理念，不断提高贫困户就业率。一要加强实用技能培

训。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雨露计划培训”等，组织贫困

劳动力进行培训。引导企业积极举办园区岗前技能培训，有针对

性的开展职业培训，提高贫困群众的综合素质和谋生技能。二要

大力创建扶贫车间。各乡镇要引导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圩镇、

村组尤其是贫困村创建扶贫车间。就业部门要积极跟进对接，切

实落实好就业补助优惠政策。年内每个贫困村至少创建 1个就业

扶贫车间。对吸纳 5名以上贫困劳力参与务工的贫困村扶贫车间，

财政奖补 2—4万元。三要加大安排扶贫就业岗位力度。加大政

府购买服务力度，各乡镇要在公路养护、农村保洁、治安巡逻、

河长制、山林防护、劳动保障协管等领域设立 10个以上扶贫就业

岗位，专门用于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

3.着力实施健康扶贫提升工程。筑牢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商业补充保险、医疗救助“四道保障线”，确保将贫困户

住院费用自负部分控制在 10%以内。落实“三个一批”行动计划，

扩大贫困人口门诊特殊慢性病至 39种，其中 I类门诊慢性病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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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比例报销，II类门诊慢性病报账比例提高到 90%。完善贫困户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机制，提供家庭医生上门一对一服务，开

展健康素养知识宣传，落实“预防+救治”责任，力争让农村贫困人

口少生病、不生病。推进村级标准卫生室建设，配备完善医疗设

备、医疗药品以及村医，提升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水平。

4.着力实施教育扶贫提升工程。加大教育帮扶力度，切实改

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办好边远山区村小和教学点。完

善教育扶贫兜底保障，强化教育资助政策学校校长与乡镇属地双

负责制，全面落实学前教育到大学新生的各项扶贫政策，实现贫

困家庭学生资助全覆盖。全面加强控辍保学，健全完善义务教育

入学通知书制度、劝返复学登记与书面报告制度、学习困难学生

帮扶制度、控辍保学约谈通报制度等，杜绝因贫失学辍学现象，

实现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零辍学”。

5.着力实施住房保障提升工程。加快贫困群众危房改造步伐，

加大危旧土坯房改造扶持力度，充分考虑贫困户实际承受能力，

严格控制建房面积，对拆旧建新占地面积达标的贫困户适当提高

补助标准，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对无力建房的特困户，采取政府

兜底、乡村代建，以“交钥匙工程”、爱心公寓等方式妥善安置。

6.着力实施兜底保障提升工程。推进农村低保标准和扶贫标

准“两线合一”，按照“应扶尽扶、应保尽保”的要求，将符合条件

的贫困群众全部纳入低保和特困群众供养保障范围，提高两项制

度重合率。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脱贫的“两无”家庭实行政



— 7 —

策性保障兜底。规范临时救助制度，将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

时性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救助范围，加大对突发重特大疾病导致

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各类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众临

时救助力度。

7.着力实施商业补充险提升工程。全面落实保监会、国务院

扶贫办《关于做好保险业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意见》，积极发挥商业

保险补充作用，加快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县财政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购买商业医疗险基础上，按每人 80元标准再购买扶贫

商业救助保险，使贫困家庭在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时，得到

进一步救助，增强贫困人口抵御突发风险能力。

（三）聚焦“九大指标”，推进贫困村发展

1.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行农村公路“建管养运”一体化模式，

实施好通村公路升级工程，建好通组路，打通断头路，全面提升

农村交通通达水平。2018年，参照贫困村公路维修补助标准，提

升改造通村公路，实现建制村通村公路硬化率达 100%。实施数

据乡村行动计划，扩大 4G信号与光宽带覆盖面，确保全县所有

村固定宽带、无线通讯网络全覆盖。深入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实

现“户户通”全覆盖，确保所有贫困户能收看电视。加快推进农网

改造工程，优化调整农村配电网负荷分配，解决农村低电压问题，

提高农村供电能力，确保每个行政村通动力电。加快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确保贫困村建有卫生计生室、文化综合服务中心等，

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开展贫困户改水改厕需求大排查，对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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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不安全、取水点超过 100米及没有卫生厕所的贫困户，全部纳

入 2018年改造范围，确保年底实现 100%贫困户饮水及卫生厕所

改建达标。

2.推进村庄整治建设。加大贫困村村庄整治力度，以何家、

彭家、金坊 3个贫困村退出为目标，对照贫困村退出 9项指标，

查漏补缺，确保如期实现脱贫退出。按照“脱贫不脱钩、脱贫不脱

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要求，对 7个已退出的贫困村，持续开展“回

头看、回头帮”。统筹推进“十二五”贫困村、重要交通沿线及比较

贫困的行政村村庄整治建设，夯实发展基础。重点解决交通、环

境整治、公共服务设施等问题，美化提升村庄环境。9月底前，

各乡镇要完成 2018年村庄整治项目建设。

3.推进贫困村村集体经济发展。以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

金等要素为纽带，以土地股份合作、农业生产经营合作为主要经

营方式，因地制宜探索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服务、物业管理、混

合经营等多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因村施策深挖优势和潜力，科

学确定发展模式，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推动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壮大村集体经济，确保贫

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5万元以上。

（四）聚焦提高群众满意度，全面压实帮扶工作责任

1.加大驻村帮扶力度。完善驻村帮扶机制，县级领导干部包

乡镇，县直单位定点帮村，一定三年不变（详见附件 2）。加大对

定点扶贫工作的投入，县财政每年安排每个乡镇县级领导帮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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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万元；每个贫困村驻村工作队工作经费 5万元。每个帮扶

单位年到村帮扶资金不少于 5万元。各行政村脱贫攻坚工作实行

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负责制。各帮扶单位要成立帮扶工作队，

在村第一书记领导下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贫困村第一书记、帮扶

工作队成员，除因工作不称职被“召回”外，人员不得更换。贫困

村、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每月驻村工作时间 20天以上，其他行政

村第一书记每月驻村工作时间 10天以上。各行政村要积极主动对

接帮扶单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激发贫

困群众自立自强、干事创业的信心，增强脱贫致富的合力。

2.加大干部结对帮扶力度。按照县级领导帮扶 3户、科级干

部帮扶 3户、一般干部帮扶 1—2户原则，安排干部结对帮扶。

帮扶干部要经常深入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贫困户家庭状况、致

贫原因和发展需求，核实贫困户登记证信息数据，帮助制定针对

性、操作性强的帮扶措施，帮扶未脱贫的尽快脱贫，帮助已脱贫

的巩固成效。

3.加大社会扶贫力度。推进“百企帮百村”行动，引导民营企

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结对帮扶贫困村，到乡村投资兴业、吸纳

就业、捐资助贫。健全完善线上线下社会广泛参与的扶贫平台，

积极发布信息对接，为企业、社会组织、爱心人士与贫困对象构

建沟通、结对帮扶平台。支持社会团体、基金会等各类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事业，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专项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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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开展常态化督查，县纪委牵头成立脱

贫攻坚督查组，专项督查乡镇、脱贫攻坚“十大工程”相关单位、

定点帮扶单位、驻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精准扶贫责任落实情况；

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落实脱贫攻坚重大

政治责任。县委组织部负责对村第一书记的管理考核，要经常性

督查第一书记到岗履责情况，对不履职不尽责的，坚决“召回”。

实行最严格的脱贫攻坚目标考核制、一把手负责制和问责制，将

脱贫攻坚工作纳入各乡镇、各部门领导班子年度目标考核体系，

实行“一票否决制”。对考核先进的，由县委、县政府予以表彰奖

励；对考核合格以上的，给予单位干部职工绩效奖励；对考核不

合格的，向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属省、市属单位的，并

向其上级主管部门予以函告。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要靠前指挥，

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一线作战，班子成员要统筹推进分管领域

涉及扶贫工作以及挂点乡、村脱贫攻坚工作。各乡镇、各部门要

调动主要力量，精准投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将去年成立的脱贫攻

坚“百日行动”指挥部调整为“春季攻势”指挥部，并从县卫计委、

县教体局、县民政局、县医保局各抽调 1名懂政策、业务熟的工

作人员集中办公，加强督促检查指导，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

当前，各乡镇、各部门要迅速落实全县“春季攻势”行动，梳理列

出任务清单，明确完成时限，一件一件推进，一件一件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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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财政投入。加大财政涉农资金的统筹整合力度，

确保实际整合投入资金规模占纳入整合资金规模的 80%以上。不

断完善整合涉农资金和项目实施方案，确定年度涉农整合资金和

项目整合投放重点。落实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资金政策，加

快资金拨付进度。加快扶贫项目建设推进力度，确保项目建设发

挥应有效益。加强对扶贫资金监管，确保资金安排、拨付、使用、

管理规范。

（三）强化激励机制。为充分调动扶贫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脱贫攻坚期内，各乡镇扶贫和移民工作站每年安排工作经费 5万

元（县财政安排 3万元，乡镇安排 2万元）；驻村工作时间达标

的贫困村、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每月发放伙食、通讯补助 400元，

交通费实报实销；驻村工作时间达标的其他行政村第一书记每月

发放伙食、通讯补助 200元；县扶贫和移民办工作人员、乡镇扶

贫工作分管领导、乡镇扶贫和移民站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发放工

作补贴 200元。

附件：1．2018年各乡镇减贫指导性计划表

2．2018年全县定点扶贫安排表

3．2018年民营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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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各乡镇减贫指导性计划表

乡 镇 未脱贫贫困人口（人） 年度减脱贫指导数（人）

桐林乡 123 73

马埠镇 265 158

水边镇 498 297

福民乡 105 63

巴邱镇 259 155

仁和镇 293 175

戈坪乡 114 68

砚溪镇 153 92

金江乡 99 59

罗田镇 586 350

金坪民族乡 16 10

合计 2511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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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年全县定点扶贫安排表
乡镇

挂点

县领导
挂点帮扶单位 行政村

桐林乡

郑军平

龙足立

周琛华

扶贫和移民办 长田村委

政府办 流源村委

机关效能建设监察投诉中心 庙口村委

人武部 桐林村委

审计局、烟草专卖局 张家村委

马埠镇
郭晶晶

朱文涛

农业综合开发办 固山村委

城投办 凰洲村委

供销社 芦溪村委

城乡建设局 马埠村委

组织部、机关工委 上盖村委

调查队 夏塘村委

教体局 曾安村委

党校 朱家村委

水边镇

刘远生

裴 雷

罗顺金

林业局 北龙村委

信访局、农业示范园管委会 分界村委

党史办 馆头村委

公安局 郭正村委

广播电视台 何君村委

城管局 湖洲村委

农发行 瓈田村委

政法委 佩贝村委

商务局 武溪村委

人社局 下痕村委

邮储银行 沂溪村委

交通运输局 众村村委

福民乡 段国友 工信委 方家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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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挂点

县领导
挂点帮扶单位 行政村

钟世基

周军华
工商联 郭下村委

总工会 娄屋得村委

司法局 宋家村委

纪检监委 田心村委

接待办 小枥村委

巴邱镇

张志福

曾志斌

周 俊

蒋六志

移动公司 坳上村委

房管局 北门村委

卫计委、红十字会 何家村委

粮食局 蒋沙村委

残联 泗汾村委

档案局 晏家村委

机关事务管理局 油庙村委

市场和质量监管局 洲上村委

仁和镇

王振军

杨文志

郭 庆

气象局 大里村委

安监局 大畔村委

编办 大田村委

公路分局 刁田村委

农业局 官田村委

环保局、人保财险公司 枥坑村委

法院 彭家村委

人大办 仁和村委

发改委（物价局） 新陂村委

戈坪乡 黄小华 文广新局 白沙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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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挂点

县领导
挂点帮扶单位 行政村

何晓云
团县委 芳洲村委

电信公司 戈坪村委

地税局 舍龙村委

宣传部 汀溪村委

统计局 小坑村委

砚溪镇

彭世富

周 兵

陈小娟

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 步溪村委

广电网络分公司 虹桥村委

烤烟办 金坊村委

农业银行 觉溪村委

农工部 鹏溪村委

妇联 坪头村委

国土资源局 砚溪村委

建设银行 因山村委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灼岭村委

供电公司 灼溪村委

金江乡

刘志斌

宋东生

李国义

工商银行 城上村委

水利局 黑虎村委

县委办 金滩村委

民政局 庙前村委

国税局 新溪村委

科技局 庙下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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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挂点

县领导
挂点帮扶单位 行政村

罗田镇

胡新明

周晓娟

尹小龙

科协 安山村委

商贸行业办 店前村委

检察院 东梅村委

工业园区管委会 官洲村委

国有工业资产办 桂林村委

森林公安局 江口村委

财政局 罗田村委

交警大队 沙坊村委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神林村委

政协办 峡里村委

旅发委 新江村委

金坪民族乡

雷 芳

阮建芳

胡小平

农商银行 朝阳村委

邮政局 金坪村委

老干部局 南下村委

统战部 新民村委

人民银行 移山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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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年民营企业结对帮扶贫困村安排表
乡 镇 贫困村 帮扶单位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巴邱镇 何家村
江西省驰邦药业有限公司 徐小海 13970627222

江西省新洪兴纸业有限公司 何国生 13576818999

水边镇 众 村
江西中农锦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叶 杰 13717923999

江西康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宋建建 18858553229

仁和镇 彭家村
江西华欣药业有限公司 彭文华 18607061179

峡江县忠信玩具有限公司 戴移胜 13766252618

砚溪镇 金坊村
峡江县恒通助剂有限公司 吕涌波 13957382688

峡江县华丰投资有限公司 潘志忠 13970657668

罗田镇 峡里村
江西昌荣物流有限公司 李昌文 13979601896

江西益普生药业有限公司 程茂彩 18970030858

马埠镇 上盖村
峡江县颖川置业有限公司 陈清建 15070666777

江西桃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邱旭东 13970622363

金江乡 庙下村
江西省宏兴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洪志芬 18907063331

江西青池食品有限公司 肖小江 13907061937

戈坪乡 白沙村
吉安市赣之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宋建平 13426566555

江西赣花油脂有限公司 邹小林 13317067999

福民乡 田心村
江西普正制药有限公司 李双开 13879648669

江西玉峡药业有限公司 罗 熙 18607961612

桐林乡 庙口村
江西鸿仕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周世达 13879672505

江西新天地药业有限公司 李龙瑞 13317965666

金坪民

族乡
新民村

江西隆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黄锦荣 13320018111

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 张振祥 1807963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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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峡江县委办公室 2018年 3月 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