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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门源是这么苦干的
2015 年年底，脱贫攻坚战打响，门源

回族自治县严格按照贫困村、贫困户精准
识别的标准和程序，识别出贫困村 44
个、非贫困村 65 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3312 户 11600 人，贫困发生率为 8.5%。
三年脱贫攻坚期间，门源县不断完善精
准扶贫大数据库信息平台与贫困人口动
态管理机制，实现了基础数据和需求信
息互联互通，并按照应纳尽纳、应扶尽
扶的原则，对贫困人口进行动态调整，
通过对贫困村、贫困户采取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帮扶措施，2018
年年底全面完成了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44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摘帽。今
年 7 月初接受了国扶办组织的 2018 年贫
困县摘帽国家抽查，门源县经青海省政
府公告，退出贫困县序列。

易地搬迁，“搬”来美好生活

11月 14日，走进后沟村、沈家湾村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区 ， 在 总 投 资 9837.4 万
元、占地面积 52928 平方米的区域内 13
幢安置楼房拔地而起，面积及户型为 25
平方米 12 套、50 平方米 18 套、80 平方
米 (两室和三室)90 套、100 平方米 （三
室） 306 套和 110 平方米 （三室） 12 套，
共 6户型 438套搬迁户住宅楼，并建设备
用房和活动中心 1 幢，文化广场、水、
电、路和小区绿化、亮化等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帮工帮劳下，后
沟村 47 户、沈家湾村 40 户共 87 户贫困
户 324 名群众只用了四天时间分两批喜
迁新居，搬进新居的贫困户一个个喜笑
颜开，住进了盼望已久的新房。

已是花甲之年的老支书赵万录走过
田间地头、穿过村社小巷，看着祖祖辈
辈生活过的地方，看着他为此操心多年
的村庄心中五味杂陈，有离开故土的不
舍、有搬入新居的喜悦，更有对党和政
府的感恩之情。

喜悦源自后沟村 47 户贫困户全部搬
进了党和政府新建的、位于门源县城的
易地扶贫搬迁小区，喜悦源自老百姓是
从此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

感恩祖辈生活过的故土，虽然是土
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一方水土难以
养活一方人”的脑山地区，但这里是生
他养他的故土。感恩党委政府对地处脑
山地区发展后劲不足的老百姓的亲切关
怀，60 岁的他在这个山沟沟里为 262 户
人家的大小事操碎了心，贫困户已经搬
迁了，水、电、暖等仍是他操心的事情。

泉口镇后沟村、沈家湾村均属于深
度贫困村，两村地处泉口镇以北的脑山
地区，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生产生活
条件差，虽然两村于 2016 年脱贫，但贫
困户主要依靠政策性收入，巩固提升和
后续产业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制约着两
村、乡镇及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拔穷根、挪穷窝、换穷业’，这
是门源县委、县政府经过深入调研、多
方考证后作出的重大部署。以彻底解决
两村基础设施建设难、产业发展难、群
众脱贫致富难、适龄学生上学难的‘四
难’问题为根本目标，最终决定以易地
扶贫搬迁的方式将后沟村、沈家湾村
437户 1587人搬迁至浩门镇安置房。”泉
口镇党委书记韦宏告诉记者。

“高血压等高原病是这一带的易发
病，因此后沟、沈家湾两村普遍存在因
病致贫问题，加之交通不便，每逢雨雪
天，患病群众外出就医是难上加难。且
该村因受地理位置影响，自然灾害频
发，种植业的稳产增收也是难上加难，
以上种种都给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群众

生产生活长足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
风险。这下好了，两村实施整村搬迁
后，对续写好党和国家脱贫攻坚‘后半
篇’文章、促进两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以及彻底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都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泉口镇党委书
记韦宏说。

搬出去土地怎么办？靠什么生活？
牲畜怎么办？这是后沟村、沈家湾村群
众一直以来的思想顾虑和对今后生产生
活的担忧。

泉口镇为了更好地实现易地搬迁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
标，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以生态保
护、调整种养业产业结构、扶贫开发为
前提，因地制宜规划产业发展项目。

在后续产业发展方面，门源县委、
政府，泉口镇党委、政府规划从种养结
合，技能、产业培训，自主创业，项目
分红等方面实现农牧双赢、劳务增收、
稳定就业，有效解决后沟村和沈家湾村
的后续产业。

部门联动发力，形成强大合力

在三年脱贫攻坚中，门源县坚持高
位推进，全面压实责任。一是健全组织
体系。把健全机构、落实责任作为推动
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保障，成立了县党
政一把手任组长、相关常委为副组长的
双组长制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各乡
镇、各相关部门也相应成立了党政一把
手任组长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全面落
实了党政一把手第一责任和分管领导直
接责任，并将脱贫攻坚作为全县四项重
大任务之一，建立了县委常委挂牌督办
机制，压实了县乡村三级书记一起抓脱
贫攻坚工作的责任,形成了上下一体联通
的组织领导体系。二是精准目标任务。
制定了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提前两年
实现整体脱贫的实施意见》 和脱贫攻坚
行业扶贫计划及实施方案，构建“1+8+
10”的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确定了力争
3 年内完成集中攻坚任务的目标，将工
作措施精准到村、到户、到人，做到了
总体规划科学、年度计划明确、推进步
骤清晰、帮扶措施具体。三是配强工作
力量。选派能力突出的干部，配强了县

扶贫开发局领导班子，充实了工作力
量。四是严格精准识别。门源县立足每
户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充
分考虑贫困人口结构等多重因素，按照
群众申请、民主评议、村级评审公示、
乡镇审核公示、县级审定公告“五步
法”进行了贫困户识别工作，为全县贫
困人口建立了“户有本、村有册、乡有
簿、县有电子档”的脱贫台账，做到了
底子清、任务清、目标清。

各 行 业 部 门 主 动 认 领 脱 贫 攻 坚 任
务、落实责任，扎实推进“八个一批”
行动计划，形成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
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开发大格局。

狠抓到户产业扶贫，累计投入财政
扶贫资金 6323.84 万元，对 2621 户 9881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了每人补助
6400 元的精准扶贫产业发展项目，扶持
贫困群众发展畜禽繁育、特色种植、资
产收益等扶贫产业，年人均增收 933元。

促进乡村旅游扶贫，投入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1800 万元，通过招商引资吸纳
龙头企业资金 6906.34万元，行业部门配
套 1407 万元，撬动金融贷款 2100 万元，
打造了东川镇鱼儿山、浩门镇头塘村等
一批乡村旅游扶贫景区景点，直接带动
贫困户 532 户 1886 人，户年均增收 1128
元；辐射带动景区周边农牧户 408 户，
户年均增收 1.8万余元。

发展村集体产业，累计投入财政扶
贫资金 15610.91 万元，实施了 44 个贫困
村光伏扶贫项目和 65个非贫困村村集体
发展项目 （其中： 2019 年投入 6899 万
元 ， 实 施 了 109 个 村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项
目）； 投 入 财 政 专 项 扶 贫 资 金 2200 万
元，在 44 个贫困村实施了互助资金项
目，累计发放互助资金贷款和“530”扶
贫小额贷款 2.32 亿元，有效解决了贫困
群众产业发展资金需求。

通过对口帮扶、企业帮扶、社会帮
扶，凝聚了脱贫攻坚合力。累计落实山
东省威海市、中粮集团援建资金 1.58 亿
元，从产业发展、人才交流、技术培
训、民生领域等方面开展帮扶工作。目
前，威海市四市区与门源县 12个乡镇建
立了对口帮扶机制，为脱贫攻坚注入新
动力；省州县单位和干部职工为贫困村

和贫困户落实帮扶资金、项目资金及物
资折合 1.16 亿元，并通过政策宣讲、产
业对接、劳务帮扶等措施，促进了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县内 46家民营企业与 40
个贫困村、 65 个非贫困村签约结对帮
扶，落实帮扶资金 1228.88万元，帮扶贫
困人口 24803人次。

因势利导，激发内生动力

门源县脱贫工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针对贫困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
实际，创新思路，引导群众从思想上除
穷根。以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的方式，组
建了“理论+文艺+扶贫”十九大精神宣
传轻骑兵，在全县 109个村 7个社区巡演
113 场次，深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针政策。由政府
出资 40.6 万元，文化部门与参演文艺团
队所在村签订演出协议，参演农牧民艺
人每人增收 1.13 万元，参演民间文艺团
队所在村每村获得村集体收入 5.98万元。

编印了涵盖 13个方面 73项惠民政策
的 《门源县惠民政策明白册》 以及 《脱
贫攻坚政策问答口袋书》《扶贫小额信贷
政策一本通》《乡村振兴·文明底色》 等
宣传册共 10 万余份、扶贫政策宣传单 3
万余份，让群众全面了解各项惠民政策
措施，提振脱贫信心，增强发展愿望，
引导群众从思想上除穷根。制作播放扶
贫工作专题片 2 部、扶贫公益广告 14
条，通过省州县各类平台，广泛宣传脱
贫攻坚的亮点做法和典型事例，评选表
彰脱贫光荣户 32户，进一步激发了群众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门源县将电子商务进农村作为实施
精准扶贫、促进群众增收的创新举措来
抓，落实电商专项资金 1500 万元，从
2016 年起县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100 万元
电子商务发展专项基金，建成县级电子
商务中心、12 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
82个村电商服务点，实现 44个贫困村电
商点全覆盖，淘宝旗舰店、苏宁梦幻海
北馆、京东·门源特产馆和官方微信商
城建成运营，京东商城、苏宁易购、供
销 e 家等平台已进驻合作，注册了“大
美青海·花海门源”县域公共品牌，形
成了“县有平台、乡有网店、村有网
货”电商扶贫新格局，门源县被评为全
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今年，实现
电商线上交易额 1931.07万元，较 2018年
同期呈小幅增长趋势，通过脱贫户用
工、分红、代销等方式带动贫困户就业
增收共 157人，人均年增收 825元。

把就业创业作为脱贫攻坚的“金钥
匙”，2017 年起建立了财政性投资项目
每 100 万元吸纳 1 名贫困劳动力就业机
制，使 690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近就地
就业。注重大龄未婚青年脱贫脱单问
题，依托劳务公司选派 90余名有集中务
工意愿的大龄未婚青年，通过组织培
训，让他们树立自信，增强信心，掌握
一技之长，并有组织地在县内外务工增
收，每人每月平均收益达 2900余元。

三年脱贫攻坚战中 ，门源落实责
任，扎实推进工作，扶智扶志，创新思
路，使全县 44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
3312 户 11600 人拔掉了穷根。今后，门
源县将按照“摘帽不摘政策”的要求，
进一步细化省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强
化脱贫群众的动态管理，继续落实好产
业扶贫、行业扶贫、就业转移等政策措
施，进一步加强对边缘户扶持政策的研
究，加大对边缘群众基础设施、产业扶
持、医疗教育、培训就业等方面的扶持
力度，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

（图片均为通讯员 陈文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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