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凯里市坚持
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通过扶志摆脱

“意识贫困”、通过扶智摆脱“能力贫困”、通过
乡风文明建设摆脱“精神贫困”，实践探索“最
美家庭”“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精神文
化脱贫巡讲会”等扶志扶智模式，着力激发
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主动性。

目前，凯里市成功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
号，全市共有全国文明村 1个、省级文明乡
镇 6个、省级文明村 10个、州级文明乡镇 2
个、州级文明村 17个、市级文明乡镇 6个、
市级文明村 63 个，并命名“十星级文明
户”2.3万余户、“五好家庭”600余户。

同时，凯里市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
中，以昂扬的斗志，勇于创新，积极探索

“新战术”，推出“抓政策宣讲、抓精准管
理、抓短板补齐、抓产业发展、抓环境整
治、抓队伍建设、抓党恩教育”的“七抓七
促”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以及“党建引
领强园区统筹、主体培育强园区带动、产业
聚集强园区支撑、要素倾斜强园区保障、机
制创新强园区动力”“五强”模式，确保按
时打赢，谱写了脱贫攻坚的精彩篇章。

以脱贫攻坚为检验，如今，凯里市正在
绘就一份精彩的脱贫攻坚答卷。这场硬仗打
得全面彻底，打得振奋人心!

寰风吹颂英雄梦，笑对青天万里云。向
往美好生活的凯里人民，以众志成城、永不言
弃的精神，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困中之困”

“ 艰中之艰”，在巩固脱贫成果的同时，加快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向党和人民坚决兑现小
康路上“不落一户一人”的庄严承诺。

● 聚焦“内生动力”

激发造血功能

凯里：“五个聚焦”绘苗侗明珠新图景
通讯员 粟琼 黄轩俊

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非
贫困县和黔东南州州府所在地
的 凯 里 市 ， 2014 年 ， 共 识 别
出国家标准贫困村 81 个 （其
中深度贫困村 27 个），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16290 户 60496 人 ，
农村发展获得上级项目资金支
持相对较少，脱贫攻坚面临着
巨大压力。

“十三五”期间，凯里将脱
贫攻坚作为统揽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的“一号工程”来抓。
短短数年间，凯里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热度、速度和高度，攻
城拔寨，奏响了“小康路上不
落一人”的主旋律。脱贫攻坚
带给凯城大地跨时代的改变，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
深，千百年来前所未有，打出
了脱贫攻坚的凯里战法。

春回大地，巍巍香炉山，
悠悠清江水，山河安澜！

今日凯里，宏图铺展，万
木逢春，步履铿锵！

近年来，凯里市上下齐心，三军用力，在
脱贫攻坚中深挖贫困根源。

凯里市坚持把“精准”贯穿脱贫攻坚全过
程，通过强化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退
出、精准管理、监测预警、问题整改等，做到
应纳尽纳、应扶尽扶，保证扶贫工作务实、脱
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凯里市不断完善责任体系、帮扶体系、督

导体系，强化攻坚力量保障，推进扶贫协作。
特别是 2019至 202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市吹响了总攻号角，全市干部职工
尽锐出战，1908 名市直干部奔赴脱贫攻坚一
线，紧扣“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指标，
大战 140天，决战 80天，全力“冲刺 90天打赢
歼灭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态势势若破竹，
携手决战贫困的坚强力量不断汇集，一系列惠

民举措加速落地，凸显了脱贫攻坚的凯里担
当，交出了精彩答卷：

——2019年，全市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7320
人，稳定实现剩余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
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零；

——2019年，全市退出贫困村 15个 （其中
深度贫困村 10个），贫困村数量减少到零个；

——2019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贫困劳

动力家庭 14050户 29997人，就业率达93.87%；
——2019 年 4 月，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工作现场观摩会在凯里召开，“出门七有”易地
扶贫搬迁经验模式得到肯定。

2016 年以来，凯里市共获得杭州对口帮扶
资金9500万元，精准安排实施项目38个，带动
贫困人口增收 11048人。目前，全市有杭州市党
政挂职干部 2人、各类挂职专技人员 177人，通
过“银龄计划”引进杭州市退休医疗专家 2
名；累计引进浙江籍企业 32 家，带动贫困户
3255 户，吸纳就业 413 人；累计劳务输出到东
部协作地区 （浙江） 就业贫困劳动力518人。

● 聚焦“按时打赢” 强化攻坚保障

贫困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不足问题。凯里
用改革创新精神，坚定不移将“产业就业”作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之策。

“能在家门口的黑木耳基地就业，以前想
都不敢想。”成为“上班族”的凯里市三棵树镇
杨家寨杨女士说，过去的村民直到日上三竿，
才会见到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村民“靠在墙根
晒太阳”。

“现在，上学的、上班的，村庄早晚越来越
热闹，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节奏也加快了。”
杨女士感慨道。

就业是推进脱贫攻坚最有效、最直接的途
径之一。为此，凯里不断扩大就业渠道、拓展
就业空间，扩容就业“蓄水池”。

——强化产业扶贫促增收。以 50个党建农

业产业扶贫园建设为载体，以坝区产业结构调
整为突破，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大力发展“鸡、猪、渔、菌、菜”五大
农业主导产业和林下“鸡、蜂、菌、药”等特
色种植养殖产业。目前，全市有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12家、州级农业龙头企业 33家，建成舟溪
云谷田园、三棵树格冲党建扶贫园、碧波大堡
供港蔬菜基地等一批示范基地和园区。目前，
凯里市实现蔬菜种植 15.36 万亩，食用菌种植
0.27 万亩，水果种植 10.02 万亩，中药材种植
3.58 万亩，实现生态家禽存栏 118.93 万羽、出
栏 189.64 万羽，禽蛋产量 0.37 万吨，生猪存栏
9.38万头、出栏 9.04万头，水产品总产量 2845
吨，全市林下经济利用森林面积累计达29.93万
亩，产值54889万元。

——强化就业扶贫促增收。克服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通过送岗位上门、招聘会等对返
乡人员迅速精准提供就业帮助。目前，全市累
计促进省外返岗人数 22433 人；累计开展包
车、专列等形式有组织劳务输出 2231人，其中
贫困劳动力 362 人；累计省内返岗就业 13691
人，其中州内返岗 8136 人，州外省内 5555 人；
累计促进省内外返岗就业 36124 人。同时，积
极开发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就业，目前已安置
613 名易地扶贫搬迁人员在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公益性岗位就业；安置 732 人在乡镇扶贫公岗
工作 （其中贫困户 574 人，非贫困户 158 人）。
疫情发生以来，新增乡镇扶贫公益性岗位 5
人，新增生态护林员 680 人，新增易地扶贫搬
迁公益性岗位 51人。目前，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户中有劳动力家庭 14050户 31956人，实现就业
14050户 29997人，就业率为 93.87%，“三类零
就业家庭”已动态清零，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
就业目标。

在抓好以上工作的同时，凯里市充分发挥
旅游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作用，建成
了下司古镇、苗侗风情园、云谷小镇等一批
景区景点；建成 1 个市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91个农村电商服务点，其中 39个贫困村电
商服务站点，2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电子
商务服务站，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有效推进“黔货出山”；通过网络直
播带货、推动传统行业向网络销售转型、强化
东西部扶贫协作助推“凯货出山”等措施，精
准促进贫困农户农产品销售，持续增加贫困群
众收入。

付出就必定会有收获。2020年，凯里市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14224 元，增
长率为8.1%。

● 聚焦“产业就业” 促进稳定增收

冬日暖阳中，凯里市棉席村，栋栋高楼林
立。年近 70的张大爷坐在房前的葡萄架下，品
尝刚刚煮好的一壶清茶。

与今时之面貌形成鲜明对比：昔日的棉
席，基础条件薄弱，土地贫瘠，贫穷落后面貌
迟迟难改，“贫中之贫”的喟叹如影随形。

“过去喝水都是黄泥水。”张大爷说，没想
到几代人饮用安全水的夙愿，在他这一代人实
现了。

为了实现群众这一夙愿，2019 年 6 月，凯
里市委召开“大战 140 天”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誓师大会；11月，又紧接着召开全市脱贫攻坚

“80天决战行动”启动会。
关键时期，连续召开两次重大会议，起到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两次会议召开以来，通
过深刻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洗礼，脱贫攻坚已经

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
通过努力，如今，均已实现了预定目标。
——实现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累计投资

9753 万元实施 208 个农村人饮项目，完成了
655 个农村饮用水点的水质检测，水质全部达
到农村饮用水标准。

——实现教育保障全覆盖。完成改薄工程
17 万 平 方 米 ； 累 计 发 放 各 类 教 育 资 助 资 金
2.63亿元，资助 29.98万人次；采取“一人一方
案、五人共研判”工作机制和“三账”制度，
抓好控辍保学工作，已实现建档立卡家庭失学
辍学学生“清零”。采取“一人一案”、因人施
教的方式，开展送教上门服务，从根本上解决
了残障儿童上学难问题。

——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全市建档立卡
贫困户新农合参合率 100%，全部兑现了政府资

助；组建 113支队伍深入村组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和医疗健康服务工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
应签尽签。建成行政村卫生室 150 所、村级医
疗服务点53所，实现村村有村医巡诊。

——实现住房保障全覆盖。累计投入 1.72
亿元，实施危改 10955 户，做到“应改尽改”；
全市就地脱贫户和拟脱贫户住房评定覆盖率达
100%，住房安全得到全面保障。

——实现兜底保障全覆盖。目前，全市纳
入农村低保 3795户 9353人，纳入特困供养 549
人，纳入孤儿保障 90 人，纳入临时救助 631
人，纳入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托养补助对象
5664人，已全部按标准及时足额发放救助补助
资金。

同时，抓好金融扶贫政策落实。截至目前，
全市扶贫小额信贷累计发放贷款户数 8693 户、

贷款金额 50697 万元；扶贫小额信贷累计贴息
3743.14万元，累计注入风险补偿金2950万元。

近年来，凯里市以实施“四在农家·美丽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改善提升农
村人居环境，也为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建
成通村油路（水泥路）696公里，2015年实现村村
通油路（水泥路）目标。累计投入 8103 万元建成
通组公路 192.7公里，已基本实现“2个 3”目标，15
个镇街开通公交线路，126个行政村通客运，农村
群众出行变得更加便利；2014年以来，累计投入
3.16 亿元，全面实施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农村
户均配变容量达到 2.54千伏安，农村供电可靠
性达到 99.8%；实现 30户以上自然寨光纤宽带
全覆盖，自然寨 4G 网络覆盖率达 100%，实现
移动电话网络“村村通”，广播电视“户户
用”；投入 12.53 亿元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提升”工程，为全市 17 个镇街共 163 个行政
村、1275个自然寨配备各种垃圾清运设备 5696
件 （套），配备 398名村级保洁员，常态化开展
卫生清洁，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 聚焦“政策保障” 巩固脱贫成果

2019 年，凯里市积极主动融入全州脱贫
攻 坚 主 战 场 ， 充 分 体 现 州 府 城 市的政治担
当。目前，已完成搬迁 10027 户 44179 人，其
中市内搬迁 5887户 25044人，接纳跨行政区域
(跨县)搬迁 4140 户 19135 人，“十三五”搬迁任
务全部完成。

当领到人生第一笔工资时，长期在家务农
的台江县搬迁群众李女士激动地哭了。“从来没
想到，我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她说。

在凯里市杭州路东出口安置点，和李女士
一样的家庭并不鲜见。随着搬迁安置点一批扶
贫企业和扶贫车间的相继建成，越来越多的妇

女进厂务工，彻底告别过去“围着孩子和锅台
转，花钱要伸手问丈夫要”的日子，家庭地位
获得提高。

脱贫攻坚不仅让贫困群众有吃有喝，实现
老有所养、幼有所教，也让贫困乡村村村有歌
声、户户有笑脸，更让搬迁群众有了更多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全市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
“当头炮”，“十三五”期间，建成 5 个安置点，
共有安置房 10865 套。同时，围绕易地扶贫搬
迁“后半篇文章”，扎实推进“五个体系”建
设，真正实现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

致富”。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完善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学校、医院、公交等各类设施，
实现小区有组织、有园区、有学校、有医院、
有商场、有公交、有公园“七有”。

——完善培训就业服务体系。建成凯里市
新市民培训学校等培训平台和 11 个扶贫车间，
劳动力就业率为 87%，实现“一户一人”以上
就业目标。

——完善文化建设服务体系。实行“一乡
一区、一村一楼、一组一梯”亲情安置模式，
建设乡愁馆，开展“议变化，颂党恩”主题党

日活动，举办迎新春文艺活动、民族文化艺术
节等活动，拍摄 《春天移民之路》 微电影，创
作 《搬到凯里幸福来》 等移民主题歌曲，增强
群众归属感。

——完善社区治理服务体系。成立移民社
区居民委员会，建立完善社区服务中心、综治
中心等机构，实施“雪亮工程”“地网工程”，
组 建 “ 专 兼 合 一 ” 的 社 区 网 格 队 伍 ， 推 行

“警”“民”联合巡防，实现移民社区“零”
发案。

——完善基层党建体系。在移民安置点成
立 4 个社区党工委、1个党总支、14 个党支部，
建立党建网格管理机制和服务党员群众网络平
台，开展“三亮三比三做”活动，机关单位
1169 名党员主动到移民社区报到，很好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 聚焦“五个体系” 写好“后半篇文章”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凯里市扶贫
办提供）

云上凯里。

凯里市加大投入，全市村卫生室实现
规范化建设。图为规范化村卫生室。

公交车开进凯里市上马石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

凯里市大风洞镇冠英小学王学丽老师
送教到残疾儿童金辉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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