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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政 通 报

第二十二期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15 日

何邦军同志
在全市驻村帮扶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

（2020 年 4 月 3 日, 根据录音整理）

按照省市脱贫攻坚工作的统一安排，经市脱贫攻坚指挥部研

究,对全市一线的驻村干部进行一次全员培训。这是在脱贫攻坚

最关键、最紧要时期，开展的又一轮培训工作。主要目的有三点：

一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3月 6日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座谈会上“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

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遍，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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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精神；二是今年对市、县区、镇驻村干部进行了小范围的

调整，有一批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刚刚到村就任，通过轮训能帮

助大家熟悉政策，尽快进入工作状态；三是脱贫攻坚到了最后的

紧要关头，尤其是疫情带来的新形势，也需要驻村干部进一步统

一认识、把握情况。从几天培训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希

望培训工作结束之后，能更有力有效推动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再提升。下面，我与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认清严峻形势

几年来，我市一线扶贫干部特别是在座各位付出了艰辛努

力，很多同志没有周末，加班加点，才有了今天脱贫攻坚成效。

应该说在去年 9 个县区完成了脱贫摘帽和最后 845 个村退出之

后，今年更多的是巩固提升和完善工作，客观讲水电路刚性工作

基本上都已结束，跟过去比工作量小了，所以很多同志认为可以

松口气，压力没有过去那么大了，事实上当前形势依然严峻，具

体有五个方面。

第一，脱贫基础差。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要求和“576”

基本标准，目前实现了 10 县区的摘帽和所有贫困村退出任务，

但从农村农业发展、提升脱贫质量和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来看，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实做细，脱贫基础还十分薄弱。比如，每年的汛

期，就会有大量水电路基础设施需要修复完善；产业基础十分薄

弱，稳定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牢靠；还有一些家庭的特殊情况，一

旦遇到婚、病、灾等也会返贫。加上我市脱贫基数大，2016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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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剩余贫困人口 58.17 万人，现在剩余 3.34 万人，2016 到 2019

四年脱贫 55 万人，去年一年脱贫 23 万人，脱贫基数比任何一个

市都大。基数大，带来返贫的可能性也就大。因此说，虽然我市

完成了摘帽任务，但从脱贫数量和退出质量看，基础还非常薄弱，

返贫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

第二，疫情影响大。新冠肺炎疫情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深刻影响，特别是给农业农村、脱贫攻坚带来的挑战，大家感

受颇深。一是第三产业影响最大，目前还有大量餐馆酒店等三产

服务业未满负荷营业，生意萧条，亏损严重。对三产的影响，看

起来在城市，实际上影响着农村。包括农产品销售问题，尤其是

农业农村人口就业问题，这些表现在城市，影响的是全局。二是

对农民收入影响较大，安康有 60 万人在外务工，务工收入约占

65%。我市往年外出务工贫困人口约 28 万人，目前外出务工率也

只达到 70%，这必然影响农民的收入，给返贫带来风险。三是疫

情影响学校开学延期，特别是中小学、幼儿园的家庭，很多家长

要在家照看孩子，不能外出务工。疫情对农业农村最根本的影响

是务工，从而影响其稳定就业，带来的返贫风险增大。四是上半

年我们着急复产复工，下半年我们更着急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我

市毛绒玩具主要销往欧美市场，近期开工企业完成了去年的订

单。对脱贫攻坚而言，这同样给就业与增收带来了挑战。

第三，问题短板多。从历次反馈和我们自查掌握的情况看，

还有许多短板弱项，有些问题是原则性、底线性和否决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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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从中央专项巡视“回头看”反馈我省的 3 方面 10 个问题、

国家成效考核反馈我省的 6 类 34 个具体问题来看，这些问题我

市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有些问题是屡督难改、屡改屡犯的顽固问

题。共性问题主要集中在思想认识、住房安全、安全饮水、稳定

收入、政策落实和责任落实等方面，这些问题市脱贫指挥部都以

清单的形式进行了交办。市上最近对汉滨、旬阳、紫阳三个挂牌

督战的县区进行了督查，个性问题仍然很多，比如，汉滨区在“两

不愁三保障”、政策落实、“一查一补两落实”、“三年行动”扫尾、

驻村帮扶和风险防范等方面都存在问题；紫阳县在驻村帮扶、“一

查一补两落实”、“三保障”收入不达标、产业需求、“三落实”

等方面存在问题；旬阳县剩余贫困群众清零工作推进不力，部分

贫困户政策落实不深不细，少数脱贫户返贫风险高，各级责任落

实有待加强等。

第四，精力不集中。一个月前市脱贫攻坚指挥部会议上要求，

我市是疫情低风险区，县镇村一定要调整工作重心，要以脱贫攻

坚为中心的农村工作为主，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一定要集

中精力抓脱贫攻坚，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脱贫攻坚，当时要

求 6 月底清零，半个月内省上又明确大多数任务必须在 5月底前

清零。现在还有盲目乐观和精力分散的县镇村，没有集中精力来

抓脱贫攻坚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第五，时间节点紧。按照省上总体时间表和 “三排查三清

零”要求，有效时间不足两个月，相当紧迫。往年各县区委、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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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脱贫攻坚指挥部早已停止正常休假制度了，今年受疫情影响，

还剩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要完成这么量大面广的工作，目前还没有

一个县做这样的决策。尽管我们希望劳逸结合并关注一线干部的

休息和健康，但最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时不待我，这也是为什

么今天临时把各县区分管同志请来参会的原因，大家要好好算一

下时间账、算算问题账，务必要有紧迫感，要深刻认识我市当前

工作形势，排出时间、排出问题、排出责任，按时清零。

二、突出主要矛盾

第一，抓增收防返贫。这是当前脱贫攻坚的主要矛盾，也是

未来一个时期农村工作的主要矛盾，要迅速把工作重点调整到抓

增收防返贫上来。一要抓劳务输出。必须把农民的收入在近期、

中长期放在务工上。受疫情影响，现在要特别突出抓有序组织、

有序对接、车接车送，不然今年农民收入就得不到保障。二要抓

产业。要抓住今年发展产业大好时机，气候、雨水对农业尤其是

茶叶发展极为有利，同时疫情使劳动力不能按时外出，缓解了当

地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三要抓复产复工。让本地龙头企业

和社区工厂能给大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创造更多的增收机

会。四要抓村集体经济。按照脱贫攻坚政策和市上统一安排，我

市 992 个贫困村集体经济应该都有了一定积累。今年要把集体经

济作为促进群众增收的兜底措施，重点帮扶三类人群，一是 3.34

万剩余贫困人口，除去 2.5 万兜底保障人口，还有 8000 多人要

作为集体经济第一受益人；二是 2.4 万边缘户、监测户，是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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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返贫的人群；三是受疫情直接影响的群众。要坚决把分配方式、

分配重点放在这三类人上，坚决反对平均分配，把按劳取得作为

分配的第一方式。同时对各类公益性岗位以县为单位全部进行梳

理，把各类公益性岗位向上述三类人群倾斜。

第二，抓配套促融入。落实市委 1 号文件，加快融入问题，

仍然是当前重中之重。要紧紧围绕搬迁之后的稳定居住、逐步致

富，让搬迁群众怎么从农民变成新型市民这一核心，突出产业和

就业，不断推进搬迁群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当前要抓

好两个方面：一是搬迁社区小配套逐步完善提升问题，包括搬迁

小区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保障，逐步把搬迁户的户籍从原户

籍变成新户籍，把党组织关系从原来的地方变成现在新的地方，

系统全面推进。二是搬迁社区管理模式创新问题，尤其是怎么把

服务做到位，比如，要探索网上办理、社区代办、村组代办等，

要通过制度确立下来，让老百姓搬出后安心舒心。

第三，抓排查保清零。排查是基础，清零是根本、是保障，

这是省委对 5 月底以前完成任务提出的主要措施。目前，对已掌

握的各类反馈问题，市上已全面反馈到县区、部门，如有新增会

及时补充反馈，从现在开始对反馈问题要严格实行清零周报制和

“三色”管理，“三色”管理清零制度在镇村要上墙、在市县要

上网公示。要坚持排查和清零同步推进，边排查边清零，有哪些

问题，哪一户哪一人的问题，怎么解决，什么时间解决等，都要

清清楚楚，解决一件清零一件，“变色”一件，4 月 10 日之前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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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完成排查任务，5月底前所有问题全部清零。

第四，防风险守底线。脱贫攻坚工作到现在，我反复讲地有

两句话。第一句话：要想脱贫攻坚走在前列，工作必须精准实细，

在巡视绩效考核中逐项精准，落地落实落细；第二句话，要使脱

贫攻坚工作不走在后面，就是不出现重大负面清单，有了这样的

问题，那怕你的成绩是第一，但出现了任何一个影响全省、全市、

全县的负面清单，都将一票否决。安康的风险防范工作在全省、

全国都提得早，而且系统提出了 12 个方面需要防控风险的问题，

但当前这项工作依然让人担心焦虑。要坚决防止信访问题变成舆

情问题，舆情问题变成重大事件。老百姓有情绪，我们首先要从

自己身上找原因，变上访为下访，第一时间去化解。理顺情绪是

解决一切矛盾的核心，情绪理顺了事解决慢一点都不是事，情绪

不理顺事解决的再好都会出事，在基层工作一定要认识到这一

点，千万不能把小问题不当问题。在此类问题上，请今天参会的

都要时刻绷紧这根弦，第一时间下访，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解决

不了的问题第一时间给领导汇报，梳理情绪，消化矛盾，化解问

题。

第五，抓特色出经验。我市脱贫攻坚工作能始终走在全省前

列，始终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一方面是我们工作做的比较到位，

一方面是我们的典型经验总结比较得力。要在继续拓展新民风建

设、“扶贫扶志”等宣传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提炼群众增收

防返贫、长效机制建立防返贫等经验做法，讲好安康扶贫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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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安康成功经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浓厚氛围、提供强大

动力。

三、强化保障措施

一要持续强化政治意识。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也是巩固脱贫成果、检验脱贫成效

之年，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行百里者半九十，能不能顺利通过

脱贫攻坚“最终大考”，将直接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

和成色。各级各部门和在座的每一位扶贫干部必须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充分认识做好今年脱贫攻坚工作的艰巨性、重要性、特

殊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疫

情防控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四个意识”“四个

自信”和“两个维护”，决不能在底线原则上出问题。

二要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目前脱贫攻坚仍是我市的头等大事

和第一民生工程，要坚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要求，坚决

把各项责任落实到位。一是县区主体责任。我们在长期工作实践

中形成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县区委书记一线指挥、县区领导包镇

包村等责任和村实行总队长制、市县党委政府破难题专题例会等

机制要继续坚持，县区主要领导要扛牢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确保

排查不漏项、整改有力度、工作有质量。二是行业主管责任。坚

持“谁主管、谁负责、谁落实”，各行业部门对自己负责的脱贫

攻坚工作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三是扶贫部门督办责任。扶贫

部门要统筹协调，加强督查督办力度，对存在问题的县区、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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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采取下发督办单、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等方式，推动问题

整改、工作落实。特别是 3 个驻县区挂牌督战组、2 个巡回督导

组、426 个驻村挂牌督战组要认真履责、敢于碰硬，对整改不到

位、不彻底、不得力的问题线索移交纪检部门处理。

三要持续保持良好作风。好的工作成效是好的队伍干出来

的，是好队伍的好作风干出来的。在脱贫攻坚当中，我们涌现了

不少好干部，市县这几年也提拔重用了不少的脱贫攻坚一线好干

部。但在一些方面个别地方还是经常出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干部

作风不实。要继续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扎扎实实推动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切实减轻

基层负担，做好工作、生活、安全等各方面保障，让基层扶贫干

部心无旁骛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去。要加大督查暗访力度，既

督任务、督进度、督成效，又查认识、查责任、查作风，对作风

不扎实、工作不务实的，随时发现、随时约谈。

四要持续保持拼劲韧劲。我们坚忍不拔地干了这几年，最后

一战要咬牙坚持，顽强拼搏，无论是工作作风还是执行政策、执

行纪律，都不能出任何风险。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些致贫返贫因素、

工作短板弱项、矛盾风险隐患等问题依然存在。决不能因工作取

得决定性进展和积极成效而盲目乐观，决不能因剩余贫困人口相

对量小、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而麻痹大意，决不能因连续作战

而松劲厌战。要继续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拼劲、“百尺竿头须进步”的干劲，以镇为单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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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一次力，尽快形成九牛爬坡个个出力的局面。

五要继续实行最严格考核。市县镇都要坚持既有的脱贫攻坚

考核政策，重奖严罚，要出事业出干部，不要出问题伤干部。继

续强化脱贫攻坚考核“指挥棒”导向作用，继续将脱贫攻坚工作

成效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实行“一票否决”，严把

贫困退出关，严格执行贫困退出标准和程序，坚决杜绝数字脱贫、

虚假脱贫，确保脱贫成果经得起社会和历史检验。

今天的培训会，总体梳理了三个方面十五个重点，这是当前

脱贫攻坚务必把握的主要矛盾。今天参加培训的脱贫攻坚一线干

部要立即行动，把任务牢牢抓在手上，大战两个月，确保安康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最后胜利。

主送：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直属机构。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安康军分区。

市监委，市中级法院、检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中、省驻安各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