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3 月 19 日，亳州市谯
城区牛集镇组织科技特派
员， 把课堂搬进郭楼村设
施蔬菜大棚， 指导茄子苗
期管护。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茛 3 月 17 日，在黄山市徽州区甜蜜蜜蜂业就业帮
扶车间，工人正将生产好的蜂箱打包发往各地。 该
扶贫车间于 2018 年 9 月运营， 吸收脱贫户 20 余人
就业。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为了不让俺返贫，镇村干部进行了
许多帮扶。 ”灵璧县禅堂镇双李村脱贫户
吴兴响感激地说。吴兴响脱贫后，妻子突
发脑动脉瘤破裂，辗转 6 家医院医治，报
销后仍欠下不少债务。镇、村监测到这一
情况后，通过政策性兜底、纳入低保、办
理一级残疾补助等， 使吴兴响家没有因
病返贫。

灵璧县实施多元帮扶、 分类帮扶举
措，力求做到“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
筑牢致贫“防线”，守住不返贫“底线”。

稳固搬迁成效

灵璧县冯庙镇木谷村村部周边是全
村的繁华地带，商店、学校、卫生室配套
齐全，村民活动室、文化广场和篮球场设
施完善。 正中的“黄金地段”矗立着一栋
“洋房”， 这就是木谷村异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区，目前住进了 20 户脱贫户。

安置区附近种了红枫、紫薇、桂花等
各种树木花草，这个季节满眼红红绿绿，
煞是喜人。 48 岁的村民张龙告诉记者，他
以前住得偏僻、闭塞，不通水泥路和自来
水，搬到新居以后，居住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出门不远就是省道，路边有公交站台，
每天来回 8 趟公交车，可以直达县城。

“自从挪了穷窝，咱脱贫户的精气神
都不一样了。 ”张龙说。 2021 年，灵璧县利
用省易地扶贫搬迁地方政府债券贴息和
后续扶持补助资金，在木谷村实施了 1600
平方米的甲鱼养殖基地建设项目，通过带
动务工、保底分红等方式促进搬迁户稳定
增收。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张龙拿着 8000
元产业扶贫到户资金， 入股甲鱼养殖基
地，每年获分红 800 元左右。 头脑活络的
他发现收废品是个生财之道，每天开着电
瓶车四处“淘金”，平均每月可挣 3000 元。

在村里的帮助下， 肢体残疾的妻子
张圆花接到了居家制作手工饰品的活，
每月收入 1000 多元。她还参加了扶贫公
益岗位，负责本栋楼的楼道保洁，月工资
300 元。 “现在俺家的光景和搬来之前简
直是天地之别。 ” 张圆花指着家里的空
调、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家电自豪地说。

近年来， 灵璧县对全县 131 户 50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其中冯庙镇木谷村集中安置区和游集镇
张桥中心村集中安置区的配套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全部得到改善， 周边有 4 家
带贫企业，搬迁户能够就近就业。

灵璧县建立健全机制，在资金、种养
殖产业、 就业、 技能培训等方面多措并
举，确保易地扶贫搬迁“搬得出、稳得住、
有就业、能致富”。截至今年 2 月，全县易
地扶贫搬迁 129 户已全部就业。

创新金融帮扶

“‘一自三合’金融扶贫模式助我自
主创业， 还带动了全村众多困难群众发
展养鹅产业。 ”站在养鹅棚前，渔沟镇马
集村脱贫户马万里满面春风。

“一个鹅蛋就可以卖到 7 元钱，而且
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近年来，马万里利
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发展养鹅产业，每
年光是卖鹅蛋就挣得盆满钵满。 脱贫户
马传新和卓娟主动与马万里合伙， 三人
用扶贫小额信贷资金， 流转 20 亩土地，
建起 3 个养鹅大棚。

“一自”即有创业意愿和创业能力的
脱贫群众， 结合自身资源禀赋、 生产习
惯， 通过户贷户用独立发展特色种养产
业。 “三合”即贷款的脱贫群众与他人合
伙生产经营，或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或
与龙头企业协作合营。

在渔沟镇侯湖村， 彭亚梅等 9 户脱
贫户走的是“户贷社管合作发展”路子。
他们获得扶贫小额信贷资金后， 与村里
的王中华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
议，参与合作社生产经营管理，不仅每月
有务工报酬，年底还有“分红”。

灵璧县在县一级成立金融扶贫服务
中心，镇一级设立金融服务工作站，村一
级设立金融村官。 县财政安排扶贫小额
信贷风险补偿专项资金， 并为获贷脱贫
户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 同时探索建立
集农产品收入险、第三方责任险、人身意
外伤害险、 大病医疗保险和贷款保证保
险于一体的 “一张大保单” 综合保险机
制。 灵璧县还采取提前一个月提醒预警
到期贷款、风险补偿金“兜底”、逾期乡镇
末位调度、诚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措施，
全过程全时段加强风险防控化解。

2021 年，灵璧县发放小额信贷资金
3033 户 1.45 亿元，落实贴息资金 1047.9
万元 ， 启动风险补偿金 10 户 43.11 万
元。 灵璧县“一自三合”金融扶贫实践模
式入选“全球减贫案例征集活动”最佳案
例名单，并在全国推广。 最近，国家乡村
振兴局委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
院来灵璧县实地调研金融扶贫工作。

完善动态监测

“在党委、政府的关心下，俺现在的生
活蒸蒸日上。 ”灵璧县朝阳镇崔楼村村民
刘瑜说。 刘瑜在朝阳镇果蔬园承包了 10
亩大棚种植火龙果，收入较为可观。 然而，
2020 年， 他被查出患有肠道恶性肿瘤，虽
经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花去了家中所有
积蓄。 朝阳镇通过网络化监测管理体系，
第一时间发现， 立即对刘瑜展开低保救
助、大病救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帮扶，同
时以一次性奖补 4000 元的方式， 对他进
行产业帮扶，及时消除了致贫风险。

灵璧县坚持“早发现、早干预、早帮
扶”，把边缘易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不稳定
人口全部纳入动态监测范围， 实行线上

“预警”、线下“摸排”。 创新建立“村组—村
‘两委’—乡镇—县乡村振兴局—相关职能
部门—乡镇—村‘两委’”工作流程，以村民
小组为基本单位， 共组建 3687 个网格，配
备 5172 名网格员，对网格内所有农户实时
跟踪、常态监测、及时预警、落实帮扶措施。
目前， 全县已初步建立起 “农户申请—村
‘两委’、 工作队走访核实—数据比对—乡
镇审定—县级备案—制定分级帮扶措施台
账”的快速发现响应和帮扶机制。

该县利用防止返贫信息监测系统，
每月与住建、医保、教育、公安等部门比
对信息，实现数据共享，针对重大疾病、
大额报销、 家庭重大变故等人群开展全
面筛查 ， 一年多来累计发布预警信息
4000 多条。 同时，建立分类帮扶机制，及
时安排帮扶资金项目， 筑牢兜底保障防
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从而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

把脱贫基础夯得更实

■ 李跃波

今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
化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
振兴的前提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要持续抓紧抓好，让脱贫群众生活
更上一层楼。 要持续推动同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衔接，确保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切实维护和巩固脱贫攻坚
战的伟大成就。 ”新的征程，我们必
须扎实工作 ， 让脱贫基础更加稳
固、成效更可持续。

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脱
贫攻坚伟大斗争 ，锻造形成了 “上
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
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
攻坚精神。 应当看到，部分脱贫群
众的脱贫基础还不牢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效机制还需要
健全完善；农业农村经济仍面临着
疫情的冲击和影响。 同时，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其深度、广度、难度都
不亚于脱贫攻坚。 这些都需要广大
党员干部发扬脱贫攻坚精神，践行

“三严三实”， 切实把好事办好、把
实事办实。

要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
底线。 聚焦产业和就业帮扶两个关
键 ，持续增加脱贫群众收入 ；推动
脱贫地区产业提质增效 、 转型升
级，积极发展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丧失劳动能力
的脱贫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做好兜
底保障。 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牢
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要多方凝聚合力。 深化区域协
作， 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特别是
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
的“政策红利”，着力抓帮扶促成果
巩固，抓合作促区域发展；推进“万
企兴万村”行动，动员社会力量广泛
参与；强化驻村帮扶，充分发挥驻村
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作用。

咬定青山不放松， 撸起袖子加
油干。 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
努力下，“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 的壮美画卷必将展现在我们
面前。

基地带动促增收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戴树林

惊蛰过后，蒙城县立仓镇黎明村俊
龙种植专业合作社西瓜种植基地热闹
起来，一排排整齐的白色大棚内，到处
是脱贫户移栽西瓜幼苗忙碌的身影。

3 月 16 日， 合作社负责人李建军
一边指挥着工人栽苗， 一边告诉记者，
村里 10 多户脱贫户今年增收的希望都
在基地，他不能有丝毫马虎。

黎明村原先是贫困村 ，李建军是
该村 “凤还巢 ”返乡创办产业基地的
第一人 。 2006 年 ，在上海打工十个年
头的李建军拜师学习西瓜种植技术 ，
并在上海崇明租了 50 亩地种西瓜 。
2015 年，黎明村“两委 ”邀请李建军回
家乡领办当家产业 ，并帮助他流转 60
亩地试种大棚西瓜 。 “家里的产业需
要懂技术 、 有市场经验的人带动 ，小
孩也需要回家上学，我就回来了。 ”李

建军说。
经过几年的发展，李建军的种植基

地发展到 120 多亩，主打西瓜、甜瓜两
个品种，产品销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带动周边群众种植 40 多亩。

今年，蒙城县乡村振兴局给予黎明
村种植基地 5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村
里结合土地流转，对种植基地进行了沟
渠田路配套。李建军也当选为村里的组
织委员。

“每年为 10 多位脱贫户发放工资
8 万多元， 他们不仅领到了务工工资，
还能兼顾家庭。同时还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3.5 万元。 ”黎明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员马文照对李建军赞赏不已。

“在家种植大棚西瓜，保守估计每
亩收入 5000 元左右。 ”李建军说，脱贫
户在基地务工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致
贫返贫的风险就少一分， 作为村干部，
现在不仅要算自家的小账，更要算增加
群众收入的大账。

精准帮扶稳脱贫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耿娟娟 范胜明

3 月 14 日， 濉溪县双堆集镇乡村
振兴局工作人员、濉溪农商银行双堆支
行客户经理，在施刘村乡村振兴专干的
陪同下，走进脱贫户李艳红家，了解产
业增收思路、经营需求等，帮助解决资
金难题。

李艳红家 2017 年被确立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此后，通过开展特色养殖等
途径，她家在 2019 年成功脱贫。 目前，
她家养殖了五头肉牛。 “今年打算扩大
养殖规模，正在为资金问题发愁，你们
的到来，真是雪中送炭啊！ ”得知自己
能够获得 5 万元的脱贫户贴息小额贷
款后，李艳红感动不已。

为支持脱贫人口发展生产稳定脱
贫， 双堆集镇会同濉溪农商行双堆支
行，通过进一步摸排脱贫户和监测户的
生产特点、生产周期、还款能力等实际

情况，准确开展评级授信，合理确定贷
款额度和期限， 并优化业务审批流程，
努力满足脱贫人口贷款需求。

记者从濉溪县乡村振兴局获悉 ，
2021 年 ，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好局 、起好
步 ，濉溪县聚焦农村人口中的脱贫不
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
难户 “三类人群 ”， 开展拉网式大排
查 ，新识别监测对象 9 户 39 人 ，实现
“早发现 ”；围绕 “绝不让一户脱贫户
返贫 ，绝不让一户边缘户致贫 ”的要
求 ，全面推行村级网格化管理 ，明确
6055 名网格员 ，进行动态监测 ，实现
“早干预 ”；对老弱病残等监测对象以
“帮 ”为主 ，对有劳动能力且有发展意
愿的监测对象以 “扶 ”为主 ，对自身发
展能力不足的监测对象 ， 以 “引 ”为
主，实现“早帮扶”。 当年，该县为五百
多 户 监 测 户 制 定 帮 扶 措 施 2000 多
条，无一人返贫致贫。

产业支撑强发展
■ 本报记者 刘洋

3 月 15 日， 记者来到枞阳县白梅
乡东山村，已完成开沟起垄的十余亩土
地跃入眼帘。 “这片土地是我们用来种
植铜陵白姜的，马上清明节到来，姜农
们就要忙了。”东山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万晨存告诉记者，今年该村计
划种植铜陵白姜 15 亩， 目前种姜的前
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018 年， 在铜陵市委宣传部的帮
扶下，东山村从铜陵白姜核心产区引进
原种，打造了白姜种植基地。 经过几年
发展，如今东山村每年白姜产量超过 1
万公斤，不仅为村集体年增收 10 万元，
还带动 12 户脱贫户就业。

在位于枞阳县官埠桥镇的安徽官
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茶园里 ，工
人们正在对茶树进行锄草、松土管理。
“做好茶园春管对于增加产量、提高品
质都有重要作用。 我们这里聘用的大
多是周边长期合作的农户 ， 经验丰

富。 ”官山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王士专介绍。

2019 年， 枞阳县启动实施了特色
种养业六大“万千工程”项目，白茶产业
就是六大工程之一。目前该县已发展白
茶种植面积 2.5 万亩，以“黄公山 ”“仙
羽舌” 等为主打品牌， 年销售额近 2.4
亿元。 白茶产业的发展辐射带动 40 个
村、近 4800 户脱贫户就业。

记者从铜陵市乡村振兴局获悉，去
年该市共计投入 1.77 亿元用于推动乡
村 产 业 发 展 ， 占 财 政 衔 接 资 金 的
66.25%， 高出省定目标 16.25 个百分
点。 在加强投入的同时，铜陵探索建立
“政府投资、企业运营、村级资产收益、
农户务工就业”的财政衔接资金使用新
模式，成功引进有机地标绿色食品有限
公司等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力的企业，引
领农业农村发展、助力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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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县坚持兜底和发展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稳固搬迁成效，创新
金融帮扶，完善动态监测，阻断和化解致贫返贫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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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监测防返贫
■ 本报记者 陈成

“感谢政府的帮扶，我才能重拾生活
的信心。 ”3 月 19 日，在宿松县金田服饰
有限公司就业帮扶车间， 来自该县长铺
镇荆安村的员工李仁对记者说。

2017 年，李仁丈夫甘唐飞不幸遭遇
车祸导致全身瘫痪， 全家一瞬间陷入愁
云惨雾之中。甘唐飞一家有五口人，上有

年迈的父母需要供养， 下有女儿在初中
读书。 此前， 甘唐飞是家里的主要劳动
力，家庭年收入还算可观。

荆安村“两委”在日常摸排中得知这
一情况后， 迅速将甘唐飞家列为防止致
贫返贫监测对象。该村除了通过低保、教
育资助、医疗报补等政策进行帮扶外，还
安排李仁就近就业。如今，甘唐飞家的返
贫风险已经解除。

荆安村曾是贫困村， 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284 户 993 人。 2020 年，全村所
有贫困户脱贫。 “为巩固脱贫成果，我们
严格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
制，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锁定主要风险因
素和重点风险人群。 ”荆安村党总支书记
曾志保介绍。

近年来，宿松县逐步构建起“农户自
主申报，网格长定期监测，村‘两委’、驻

村工作队和帮扶干部走访发现， 县乡两
级核查”的全方位摸排机制。 与此同时，
针对监测对象的资源禀赋、真实意愿、自
身能力和发展需求， 由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成员及帮扶人共同制定和落实帮
扶措施。

今年 81 岁的胡大爷曾是陈汉乡别
河村的一名贫困户。2017 年脱贫后，2018
年小儿子被判入狱，两个老人遭受打击，
身体每况愈下。 别河村“两委”得知情况
后， 立即将其纳入防止致贫返贫监测对
象， 并采取了低保、 社会捐赠等帮扶手
段， 村合作社还流转了他们家 1 亩多茶
园，现在风险已经解除。

筑牢“防线” 守住“底线”

荨 肥东县大力发展生态经果林产业， 巩固脱贫成
果，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3 月 19 日，肥东县众兴乡霞
光社区宏珍生态果园内，果农正在为桃树剪枝。

本报通讯员 方好 摄

灵璧县杨疃镇七井村脱贫户张继美在西红柿大棚里进行日常管理。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