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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编

领导批示

靖西市以务实举措推动脱贫攻坚
取得实效
自 2017 年 7 月，国务院、自治区督查巡查指
出靖西市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突出问题后，靖西市
进一步压实责任担当，强化务实举措，集中力量
攻坚，从严从稳推进，脱贫攻坚取得明显实效。
2017 年，靖西市认定贫困村脱贫摘帽 24 个，比
计划任务 20 个多 4 个；认定脱贫人口 5243 户
22379 人，完成计划任务 10599 人的 211.1%；贫
困人口从 109576 人减少到 87120 人，贫困发生率
从 18%下降到 14.36%，下降了 3.6 个百分点。
一是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党政主要领导
主体责任、部门包村帮扶责任、第一书记抓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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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市乡村层层签订责任状，35 位市四家班子领导和 60 个市直
部门领导全覆盖挂点包村 123 个贫困村，形成以上率下、齐心协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劲态势。
二是强化产业扶贫。强化发展产业与群众脱贫增收、与村集
体经济收入、与村干部福利待遇提高“三结合”
，发展水果、桑蚕、
烤烟、养殖等“三种一养”产业，实现村村闻到果香、屯屯听到
猪叫、户户看到虫爬的“三个目标”
，特色农业已成为群众脱贫奔
小康的富民产业。2017 年，靖西市水果面积达 14 万亩，产值 1.4
亿元；桑园面积 9 万亩，产值 1.53 亿元；发展烤烟 7 万亩，产值
2.2 亿元；生猪出栏 25.6 万头，覆盖贫困户 9809 户。贫困村农业
特色产业覆盖率为 85.1%，其中 2017 年 24 个预脱贫村特色产业覆
盖贫困户比例达 92.3%。大力推进边贸扶贫，3500 多户贫困边民
利用 8000 元贸易额免税政策参与边民互市，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
113.5 亿元，增长 17.3%。做优旅游扶贫产业，全力创建广西特色
旅游名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年接待游客 590 万人次，从
事旅游业人数 8300 多人，辐射贫困人口 1700 多人。做活电商助
脱贫，“靖西大香糯”“南坡金杜湾脐橙”“驼峰葡萄”“靖西大麻
鸭”等一批本土品牌产品实现网上销售，电商销售额超 1500 万元。
三是强化政策落实。全面落实各项惠民政策。投入资金近 100
万元，为预脱贫村无能力参加养老保险以及断缴养老保险无法申
领养老待遇的 5380 多名贫困群众代缴养老保险费。开展“政府购
买技术服务”
，选聘 31 名农业技术专业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
村实用技术培训 5751 人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3105 人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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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120 人次，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8585 人次。
四是强化创新引领。开展帮扶联系人与贫困户一起劳动、一
起吃饭拉家常、一起谋划发展产业的“三个一”帮扶活动。本级
财政安排资金 4108.5 万元作为贫困户发展产业启动金，每户扶持
1000 元用于发展特色产业。对脱贫户按类别和年度分别给予 4000
元~10000 元资金奖励，转变贫困户“等、靠、要”思想。在全区
率先建立“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强化屯组自查、屯屯复查、村
村互查、乡镇交叉查、市级全面查等“五级督查”
。创新发展资产
经营型、电商带动型、有偿服务型、实体经济型、产业发展型等
“九大类型”村集体经济模式，靖西市 291 个行政村（社区）全
部成立村民合作社，256 个村实现有集体经济收入（其中 123 个为
贫困村）
，2016 年已脱贫的 10 个贫困村和 2017 年预脱贫的 24 个
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达到 4 万元以上，总收入达 150.5 万元。
深圳市捐献 2000 多万元，定点帮扶单位募捐 1000 多万元，187
多家爱心企业募捐 367 万元，50 多个爱心企业人士为 250 多个极
端贫困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形成全社会大扶贫格局。
五是强化基层基础。推行村级党组织“星级化”管理，投入
资金 2000 多万元实施村级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安排 20 万
元为村干部购买商业综合保险，给予年度优秀村干部享受相当副科
级领导年终绩效 2.5 万元左右奖励。配齐配强村“两委”班子，设
立党员创业发展基金，培育 3000 多名农村党员成为产业发展带头
人。开展“农贫村解”服务，实现“农村贫困问题不出村”目标。
（靖西市脱贫攻坚战指挥部 赵新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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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县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全覆盖全达标”
凤山县以“入股搭车、村办项目、自办产业”三种模式为载
体，把人力、物力、财力向农村倾斜、政策向基层集聚，多渠道
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到 2017 年底，全县 98
个村（社区）全部成立村民合作社，并实现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超过 8 万元、非贫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 4 万元的目标，成
为全区村级集体经济全达标的县份。
一、推行“入股搭车”模式，分享“股权红利”
一是资金入股。政府按贫困村 100 万元、非贫困村 50 万元的
标准筹集村集体经济资本金，由村民合作社入股龙头企业或前景
好的本地企业，
融入大企业的产业链条借力发展。
全县 96 个村（居）
民合作社入股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带动，村民合作社推动，
贫困户行动，发展林下养殖核桃鸡产业，把养殖利润按 8%的固定
比例分红，作为集体经济收益。2017 年全县出栏核桃鸡 102 万羽，
产值 1.82 亿元，贫困村分到红利 8 万元，非贫困村分到红利 4 万
元。二是资产入股。通过政府扶持，在每个行政村建设 2 个年养
殖规模达 12 万羽的核桃鸡养殖标准化鸡舍，作为村集体资产，每
只鸡提取 1 元利润作为集体经济收入，此项每个行政村每年可实
现收入 24 万元。目前，该县 96 个行政村共建设鸡舍 535 个。三
是开发入股。全县整合 1.8 亿元资金，对中亭村、河运村等 10 个
村的旅游景点基础设施进行开发建设，建设项目包括景区景观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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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停车场建设、旅游步道建设、风貌改造、公共厕所等。以政
府投入按照一定比例折算为村民合作社入股股金的方式，参与景
点经营收入分红。如乔音乡久隆村开发建设巴腊猴山景区，村民
合作社 2017 年分红 8 万元。四是资源入股。以凤山县成为全国森
林康养基地试点和创建广西特色旅游名县为契机，推动凤山县国
际健康公园建设，通过村级集体资源入股和村民合作社参与管理
等方式折算股份，参与旅游开发公司的分红。如中亭乡中亭村整
合本村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年接待游客 3 万余人次，村集体
年分红收益 10 万余元。
二、推行“村办项目”模式，创造“项目红利”
在全县推行“整合资源、下放项目”工作，把分散在扶贫、
发改、交通、水利、文体等部门的小型惠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下
放到村一级，由村民合作社组织实施，村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
得到进一步增强，项目建设进度快、质量好、群众参与度高，项
目所获利润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2017 年，全县共下放项目 172
个，总投资 7396 万元，全县 98 个村（社区）2017 年此项集体经
济收益达 147 万元。
三、推行“自办产业”模式，开发“产业红利”
一是利用扶持政策发展本村特色产业。出台《凤山县脱贫攻
坚特色产业富民行动扶持激励政策》
《凤山县“互联网+林下养鸡”
项目补助暂行办法》
《凤山县脱贫摘帽激励政策》等，对发展特色
产业进行补贴和保障，调动了村民合作社自办产业的积极性，全
县 98 个村民合作社均投入各类产业项目。二是推动社会帮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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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村落地见效。引进了光伏发电等集体经济项目在贫困村落地，
整合各类社会帮扶资金，因地制宜、多元多样发展集体经济项目，
培育集体经济项目“一村一品”。乡村旅游等集体经济项目在贫困
村落地，盘活结存财政扶持资金和中国“一汽”帮扶资金 7300 万
元以及深圳市对口帮扶的 2500 万元帮扶资金，投入乡村旅游、光
伏发电、传统铸造等扶贫开发项目，村民合作社参与项目获取收
益。三是利用集体资源兑现集体收入。盘活本村集体山林、土地、
房产等资源，通过租赁、发包、联营、入股等形式兑现为村集体
经济收入。如中亭乡中亭村把村集体所有的 2 亩“红军田”出租
给当地群众用作水产类养殖，租金作为村集体经济；平乐瑶族乡
海亭村把闲置多年的面积约 2 亩的鱼塘出租给落户当地的宏达矿
业公司用于洗矿基地，租金作为村集体经济；凤城镇弄者村、巴
旁村把村部一楼出租给当地致富带头人用于开门面，租金作为村
集体经济。
（凤山县委组织部 施 展）

横县强化“四项”措施做好贫困村
村屯道路硬化项目建设前期工作
近日，横县抓准南宁市下达的 2018 年市本级财政资金贫困村
屯级道路硬化项目投资计划
（升级 62 条水泥硬化道路 61.496 公里，
11 座独立涵桥 110 延米）的有利时机，结合工作实际，通过强化
组织领导、宣传发动、逐级申报、实地复核等措施，做实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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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工作，为下一步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和顺利推进打下扎实的基础。
明确职责，责任落实更“透明”。为把 2018 年贫困村村屯道
路硬化项目建设工作抓好抓实，该县制定《横县年度扶贫项目投
资计划工作方案》
，成立县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扶贫办、
交通运输、财政等县直有关部门和各乡镇政府责任，并依据各自
职能分工，把工作中各项责任的实施压实到相应的部门和负责人
身上，使职责分工及各个工作环节一目了然。
组织申报，政策落实更“到位”。从 2017 年底开始，该县及
时召开 2018 年扶贫项目投资计划和建设工作会议，由县扶贫办等
有关部门全程做好相关项目申报指导服务工作，各乡镇及时广泛
做好项目申报宣传发动和全面摸底调查工作。对村屯群众积极性
较高、符合条件的项目逐一申报，确保项目申报工作有序开展。
实地复核，项目申报更“精准”
。由县扶贫综合协调小组牵头，
从县扶贫办、县扶贫基础设施专责小组等部门抽调有关人员组成 5
个县项目申报复核工作小组，会同各乡镇政府、村“两委”干部、
第一书记、项目所在村屯代表，分别深入所申报项目的村屯及项
目地点逐一复核。通过深入项目申报所在村屯，了解群众对项目
建设愿望和需求、现场实地复核项目里程、路基路宽、集资是否
符合申报条件等情况，并当场做好详尽记录。
主动作为，项目落地更“优先”
。项目申报复核工作小组在项
目复核过程中，一是进一步面对面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让村
屯群众更加了解项目申报计划、要求。二是对复核中发现的路基
未完全符合申报条件、自筹资金未达到规定额度等问题逐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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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要求，并限时整改。三是按照轻重缓急和条件成熟优先安排
的原则，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优先上报，充分调动项目受益群
众参与项目建设全过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南宁市扶贫综合协调组 张林忠）

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 21 个定点帮扶广西的中央国家
机关和有关部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自治区高
级法院院长、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大办公
厅、政府办公厅、政协办公厅。
送：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区直、中直驻桂定点帮扶单位及各
民主党派广西区委和自治区工商联，驻桂军警部队，各市市委书记、
市长、党委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各县（市、区）委书记、县
（市、区）长、党委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各市、县（市、区）
党委办公室、政府办公室、党委组织部、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及自治区下派挂职干部，各有关新闻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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