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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一直对我关心帮
助，要不是他们，我根本不能脱贫。”孙文忠是绥德县田
庄镇田庄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
的帮扶下，他头顶的“穷帽子”也在去年摘掉了，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孙文忠的脱贫故事就是对市发改委驻村
工作队辛勤付出的一个缩影。

摸穷底：倾听群众声音

田庄村位于绥德县城南18公里处，是田庄镇政府
所在地。南接壤于清涧县石咀驿镇，西接壤于子洲县
淮宁湾镇，被称为“绥德南大门”，全村共有646户、
1900余人。2016年，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来到田庄
村，为这里的精准扶贫出谋划策。

驻村伊始，工作队员们蹲下身子进村入户调查摸
底，深入田间地头、走村串户，彻底吃清田庄村的实际
情况。通过召开村“两委”班子会、村党员大会、群众大
会等形式，驻村工作队广泛征求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
实事求是地摸清贫困户的数量和贫困度，找准主要矛
盾和症结，了解群众最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驻村工作队从精准识贫数据清洗入手，按照省、
市、县扶贫政策完成了精准识贫和数据清洗工作。目
前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69户549人，其中未脱贫52
户 144 人，2017 年计划脱贫 8 户 29 人。编制了
《2017—2020田庄村整体规划》《田庄村2017脱贫工

作计划》《田庄村2017—2019年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田庄村2017年扶贫项目资金计划》。所有工作严格
按照国家脱贫政策完成，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一致好
评，整体脱贫工作有序开展。

动真情：结穷亲、帮穷户、挖穷根

“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实在是艰难，我们一
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队
长郭子峰在第一次进行入户走访后说。他带领队员们
深入田间地头和贫困户家中，一一了解他们家庭的实
际情况，因地制宜帮思想、帮技术、帮财物、帮项目、帮
致富，形成了一股股爱心帮扶的涓涓细流。

贫困户张鹏新患有重病，家里4口人居住在30平
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小学，生活十分
困难。贫困户康学武患有尿毒症，孩子还是学前儿童，
家里没有经济来源，长期透析需要大量资金。驻村工
作队了解到他们两家的情况后，帮助他们向市慈善协
会申请部分救济，帮他们渡过难关。

王改琴、王改女和王宝文是三个孤儿，他们的老房
子破败不堪，驻村工作队为他们进行了危房改造，今年
他们已搬入窗明几净的新家。“市发改委的叔叔们给我
们修了新房子，今年“六一”儿童节还到学校来看我们，
给我们送了书包、文具和生活费。”王改琴说。

贫困户陈录生有一儿一女，都没有正式工作。今
年得知绥德县面向贫困家庭招考公益性岗位的消息
后，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知了陈录生的

女儿陈学莲，并在第一时间帮她准备好了报名所需的
材料。今年8月，陈学莲成功考上了公益性岗位。陈
录生的儿子陈学峰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驻村工作
队帮忙与榆林的一个企业取得联系，待面试合格后即
可就业。

出真招：为乡村发展添动力

帮扶田庄村以来，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做了大量
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如何按照精准扶贫的要求，
增强扶贫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加强统筹协调，把帮
扶工作真正做深、做细、做实，始终都是他们思考和研
究解决的一个问题。

今年他们完成了绥德界—东山岔和龙王庙—火车
站两个灌溉水渠项目；背川生活生产道路650米；生活
巷道项目（长1000多米）；带领村镇干部赴榆阳区赵
家峁和鱼河镇金沙湾村完成了学习考察。同时，300
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已完成前期所有工作，11月30日
正式并网发电，该项目投资210万元，预计年经济收
入31.5万元，可带动60户贫困户脱贫；为缓解旱季浇
水灌溉农田的困难，在火车站杜家沟附近新建抽水
泵房一座；扶贫先扶智，在田庄村九年制学校新建校
园科技馆项目，已争取项目资金20万元；联系田庄艳
芬手工艺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了2期扶贫创业剪
纸、面花培训。

驻村工作队还利用“七一”召开了“田庄村建党96
周年党员座谈会”，作了党课讲座，慰问了75岁以上的

老党员，向他们赠送了慰问品。严格按照党建工作要
求，尤其是“三会一课”“六有标准”，提高基层党建工
作，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兴产业：发展文化打造“特色村镇”

因田庄村区位优势明显，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经
过深入调研，决定依托剪纸文化和民俗民居文化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助力脱贫攻坚，打造美丽的

“绥德南大门”。
第一书记张路博说，他们已邀请陕西城镇规划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田庄村量身打造了《田庄村
产业提升修建性详细规划（征求意见稿）》。“我们经过详
细调研，认为田庄村发展文化产业大有可为，拿出一份
详细的科学的规划，可以奠定长远的发展思路。这样即
使过几年我们工作调整离开了村子，后面接手的人也能
按照之前的既定方针执行贯彻下去。”张路博说。

驻村工作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打算2018年春天
实施对田庄村排洪渠改造项目；新建田庄村文化室和
图书室；利用田庄镇税务所旧址新建田庄镇手工艺提
升项目（剪纸、面花、布画等）创业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
地一处（含电商平台建设）；改造完善文化广场设施；开
展土地流转，成立现代设施农业合作社；配合贺家庄陕
西省文化培训基地建设项目，新建停车场一处；配合相
关产业发展，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比贫困更可怕的事是什么？”“是贫困
户‘穷怕了’‘穷垮了’，不管怎么帮扶，都不
愿试，也不敢试。”这是一位扶贫干部给记者
说的话。

然而，在栏杆堡镇，有几名自主脱贫的贫
困户，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帮衬下，激发出了无
穷的致富斗志，自强不息，为改变现状奋力拼
搏，成为了脱贫攻坚路上的“先行军”。

郭秀斌：
“穷光棍”成了“高收入”户
53岁的郭秀斌是栏杆堡西寨村南沟组

人，无儿无女，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没有手艺，又娶不到老婆，做什么都没

有干劲，过一天算一天。”郭秀斌从心底失去
了生活的信心。

然而，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落实，使得
老郭燃起致富梦。

“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有这样的家。”
郭秀斌享受到了危房改造补贴，窑洞旧貌换
新颜，家里亮堂堂、热乎乎，焕然一新。

“国家支持我，我自己也要使浑身力气
往起爬。”

在党和政府产业扶贫政策的鼓舞和感
召下，郭秀斌积极投身到产业扶贫中去。他
通过畜牧引种项目和产业扶贫小额贷款，筹
集到了5万元，购买山羊50只，羊子存栏达
到了62只，增收3万元。加上他担任护林
员、保洁员的几项收入合起来，原来的穷光
棍居然变成了村里的高收入户。

李平：
苦难打不倒，一定要活出人样来

凌晨5点多起床，要伺候80岁的老父亲
吃喝，要给羊子准备饲草，还要下地干活……
这是栏杆堡镇李大庄村李大庄组贫困户李
平大半年来的生活轨迹。因为家贫，媳妇早
年和他离婚，他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除
了要种几亩薄田外，还要照顾治疗瘫痪在床的80岁
老父亲和患肾病综合征的儿子。

“别看我如今过得还不怎么起眼，和原来比起来，
简直是天上和地下！”在李平的脸上，没有一丝沮丧和
颓废。

在冬日落日余晖下，李平的房子格外亮堂，农用
三轮车、农具、饲料等摆在硬化平展的院子里，井井
有条。

“政府给我的补贴款，我都用来收拾房屋院落和

发展致富产业了。”李平说，“政府帮衬我一
把，我就能起好步致好富。”

今年，他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起好了
步，发展短平快的产业。政府免费提供了肥
料种植，李平种了15亩西瓜，在帮扶责任人
的帮助下，向煤矿销售24850斤西瓜，收入
达到了19880元。

“脱贫致富还需长效产业。”李平说，他
已经建起了羊圈，在政府给他送的10只羊
子基础上，扩大养殖，贷了产业帮扶款4万
元，加上自己筹措的一些钱，又买了60只
羊，现在羊子存栏达到了80多只。

“大羊生小羊，有绒又有毛，两年就能见
效益，脱贫不在话下。”李平走上了长效脱贫
的路子。

折埃彦：
只要勤劳就能过上好日子
“等我的产业发展起来稳定了，也和别

人一样，要进城陪娃娃念书。”11月23日，
折埃彦畅想着自己的未来。

折埃彦是栏杆堡镇栏杆堡村人，由于女
儿患重病，负担过重，拖垮了39岁的折埃彦
和他的家庭。

“穷不怕，我有双手，还有一把子好苦
力，再加上政府的帮助，一定能致富。”折埃
彦掷地有声地说。

2014年，他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经过努
力拼搏，2015年实现了脱贫。

“今年，由于女儿的病情加重，只能待在
家里一边种地，一边在镇子上打点零工，入
不敷出，又返贫了。但是我相信，勤劳一定
能让我过上富裕日子。”虽然贫困，但是折埃
彦没有一丝的颓废。

今年，在脱贫政策的帮助下，他在全村
带头发展养殖业，7月对接市产业办畜种引
进工程，引进10只陕北白绒山羊。

“10只羊就是我的‘产业’，扩大‘产业’
规模，才能有盈利。”

折埃彦积极学习扶贫政策，扩大养羊产业规模，
申请了神木市产业办设施养殖项目，新建了圈舍210
平方米，在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产业扶贫小额贷款5万
元，购买山羊71只，现存栏山羊达到81只。

“我今年可以增收4万多元，这个钱积攒着，明年
再买些羊羔子。”折埃彦这样打算着。

“一时的贫穷不可怕，只要勤劳肯干，就能过上好
日子。”这是折埃彦在脱贫路上悟出的真理。

脱贫攻坚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定边县紧
紧围绕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和贫
困县摘帽脱贫目标，抓重点实干、夯责任苦
干、学经验巧干、强督导真干，精准实施了一
系列务实有效的工作措施，逐渐探索形成了
以“民生保障为根本，基础设施建设为前提，
产业扶贫为核心”的扶贫思路，一批具有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扶贫方式举措雏形初显、亮
点纷呈。

产业帮扶聚焦“三大层面”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定边县聚焦

产业扶贫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累计
投入财政资金1.33亿元，用于扶持贫困户
建设塑料大棚、发展马铃薯产业、购买农机
具、代缴种植保险、补贴畜牧养殖和种植畜
草等，受益贫困户达8768户、34359人。

微观层面，定边县针对贫困户种植、养
殖等个性化需求，制定菜单式帮扶措施，精
准供应“脱贫套餐”，满足自主“双向选择”，
实现产业精准扶贫到户。截至目前，该县在
农业、畜牧业、林业等精准到户菜单式扶贫
方面均已实现贫困户全覆盖。

中观层面，该县则通过政府政策支持，
围绕园区带动，形成了“市场+企业+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组合，培育了一大批新兴
市场经营主体，实现产业扶贫联动传导效
应。其中，沃野农业、铭丰农业等园区及八
眉土猪等一大批种植养殖大户区域产业发
展不断壮大。

宏观层面，定边县政府则着重引导企业
切实发挥引领作用，支持具有潜力的现代农
业企业发展，实现产业支撑长远战略。特别
是政府引资的马铃薯全粉加工项目，主导的
农田花海三产融合等体系建立，串联起产业
上下游协同发展，产业链条不断拉长，带动
在册贫困户收入持续增长。

而在产业扶贫工作进行得风生水起的
同时，一场“向阳光要收入”的革命也已在定边全面
打响。

自2017年起，定边县委、县政府积极争取上级政
策，在县域光照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过滤盘活全县土
地资源，计划在全县79个贫困村实施分散光伏扶贫
项目84个（目前在建及并网22个、即将开工62个），
涉及投资1.7亿元，总规模达到26.7兆瓦。与此同
时，该县还计划建设一座15万千瓦集中式扶贫光伏
电站项目，目前建设场址已经落实，正在争取建设指

标。上述项目实施后，仅光伏扶贫电站一
项，全县贫困户户均即可实现增收3000元
以上。

全面脱贫发力“五大领域”
在凝心聚力向“整体脱贫摘帽”目标坚

定前行的道路上，定边县还紧紧围绕基础设
施建设、金融信贷扶贫、就业扶贫、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真正确
保“脱贫路上不落一人”。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该县严格对照
“477”标准，加大贫困村路、水、电、讯等基
础设施改善力度。两年来，已累计投入11
亿元建设通村水泥、沥青路2771公里，行政
村通水泥、沥青路比例达100%；投入1.64
亿元实施安全饮水项目185处，新建硬化集
雨场37.96万平方米、集雨窖3807口；投入
6335万元建设110千伏变电站一座，改造
农村电网2000多公里；投入1.7亿元建成
各类通信基站667个、机房61个，实现了农
村4G网络全覆盖。

2016年初，定边县委、县政府还按照
“政府引导，信贷支持”的思路，与农商行合
作设立了5000万元贫困户小额信贷担保基
金，另出资1000万元对贷款额在5万元以
内的贫困户进行全额贴息。在此期间，已向
贫困户发放贷款5.42亿元，其中小额扶贫
贷款4.54亿元，该县也因此成为全省贫困
县金融扶贫贷款额度最大的县区。

就业扶贫方面，该县已分批次组织贫困
劳动力332人外出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并于
县内举办种植养殖技术培训80班次，培训
1600多人。此外，该县还定向培训“两后
生”和贫困家庭大学生180人，向各类职业
院校输送“两后生”235人。另按照油气企
业安置、新能源企业安置、公益性岗位、自主
就业创业、劳务输出的“五个一批”扶贫就业
措施，截至目前，定边县已成功解决了1800

名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健康扶贫方面，定边县财政共为35604名贫困人

口代缴合疗费、大病保险和小额人身意外保险费
534.1万元，二次报销总金额超过310万元。针对患
有慢性病的贫困人口，该县也将封顶线提高20%，新
农合比例报销后的剩余部分由县财政兜底报销。教
育扶贫共投入731.7万元，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1.13万人次，同时对100名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开
展了入校（特教学校）上学、送教上门等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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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心 出真招 真扶贫 扶真贫
——市发改委驻村工作队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刘予涵

设施农业成为十里沙村贫困户的脱贫法宝设施农业成为十里沙村贫困户的脱贫法宝 折埃彦与他的羊群折埃彦与他的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