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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隆安县都结乡用好“三招”
攻克深贫堡垒
都结乡是南宁市唯一一个深度贫困乡，
地处石漠化片区，石山面积占 90%，属大
石山区乡镇。全乡 20 个行政村中有 16 个
贫困村，其中 11 个为深度贫困村。近年来，
都结乡攻坚克难，使出“绣花功夫”，用
好“三招”全力攻克深贫堡垒，实现 16 个
贫困村（含 11 个深度贫困村）全部出列，
脱贫人口任务和脱贫村数量均为全县最多，
脱贫成效显著。
一、谋好“用人”招，筑强战斗堡垒
一是深谋远虑，选好人。积极抓住有利
契机，与市委组织部门沟通，研究探讨缓解
深度贫困山区驻村队伍薄弱的问题，争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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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帮扶力量和资源，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
员。到 2017 年底，该乡实现了由厅级领导亲自挂村联系，8 名县
处级领导包村、11 名优秀历练干部担任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16
名乡镇包村领导和 20 名驻村工作队员强势入驻 20 个村（社区）
的强大工作阵容，为攻克深度贫困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是建章立制，管好人。在全县率先采用人脸识别系统考勤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及干部，确实加强了队伍的管理
和考核，有效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坚持月工作例会制
度，2018 年以来坚持每月召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队员、
第一书记工作例会，开展谈心谈话活动，掌握各村工作动态和各
项工作进展情况，了解存在问题并及时解决，取得良好成效。至
今共召开例会 30 次，解决产业带头人返乡创业等实际问题 35 个。
将驻村工作成果纳入村级绩效考评范畴，对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获得的荣誉纳入其所在村的年度绩效考评
和评先评优范畴，使得队员们在工作中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三是发挥优势，用好人。利用第一书记分别来自 15 个不同后
盾单位的资源优势，大力推进产业、教育和医疗扶贫等，因地制
宜打造了 2 个肉牛养殖基地、1 个土鸡养殖基地、1 个旱鸭养殖基
地、1 个黑猪养殖基地、1 个肉鸽养殖基地及辣椒种植基地和一批
扶贫车间等，在平养等 3 个村设立了“教育基金”，筹集教育帮
扶基金 12.5 万元，资助 136 名贫困学生；利用瑞康医院与都结卫
生院开展结对帮扶，建全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利用后盾单
位食堂和工会福利等平台销售贫困村产品，先后销售土鸡、豆类、
辣椒酱等共计 60 多万元。其中天隆村第一书记在后盾单位的大力
支持下，免费在南宁百货开设了扶贫产品专柜售卖，提高了天隆
村农产品知名度，进一步拓宽贫困村产品销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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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好“产业”招，拓宽增收渠道
一是创建扶贫示范园，实现产业发展和村集体增收双赢。结
合各村的地理位臵和传统作物等特点，在每个贫困村投入 200 万
元左右建立特色产业示范园，并实施一户一增收财政奖补项目，
积极培育“6+N”产业（即以豆类加工、辣椒、桑蚕、肉猪、肉牛、
土鸡六大特色产业为主，N 个扶贫车间为辅），采取“村民合作
社+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导和带领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初
步形成了“空中有鸽，林下有鸡，山脚有牛，楼中有猪，车间有
人”的特色产业格局。目前，全乡农户种植豆类 2000 多亩、种桑
1000 多亩、养鸽 80 多户 25 万羽等。产业种类大幅增加，规模也
在不断发展壮大，截止 2020 年 6 月底，该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0 万元的有 1 个、达 10 万元的有 2 个，其余 13 个贫困村收入均
达到 5 万元以上。
二是建设扶贫车间，实现飞地产业和经济发展双赢。通过“筑
巢引凤”，2018 年以来先后引进 5 家服装和电子加工企业，共创
造就业岗位 300 多个，带动贫困群众 128 人，使贫困户户均增收
2 万元以上。其中，与广西那之味食品有限公司在隆安县宝塔工
业区“飞地”建设了辣椒酱扶贫工厂，于 2019 年 7 月份竣工投产，
年产销辣椒酱达 720 万瓶，产值 7000 万元，带动 500 户贫困户种
植辣椒 4000 亩，户均亩产增收 1500 元，实现扶贫产业与扶贫车
间有效融合带动贫困户、贫困村增收。
三是打造扶贫驿站，实现农产品销售和就业服务双赢。结合
本乡实际，创新建立扶贫驿站，承担劳务技能就业培训服务、第
一书记工作驿站、电子商务平台三项功能，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
供求信息渠道，服务好贫困群众的用工需求、农户的销售技能培
训等。驿站成立以来，共接待劳务输出求职登记 1482 人次，联系
对接企业与农户实现就业 352 人。仅 2019 年，工作驿站为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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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都结五小福 3000 件价值 36 万元，其中都结黄豆 6000 斤，饭
豆 6000 斤，“那乡椒情”辣椒酱 9000 瓶，霸王花 3000 包，都结
糯玉米 3000 斤，有力帮助贫困户增收。
三、打好“民生”招，解决贫困瓶颈
一是“三优先”稳步推进村屯道路硬化项目建设。要致富先
修路，都结乡党委政府深入研究，统筹规划，采取群众覆盖面广
的路优先修、有产业发展需求的优先修、群众积极性高的村屯优
先修的“三优先”原则，大力实施通屯道路、产业路项目建设，
有效疏通屯路毛细血管，打通村屯道路最后一公里。截至 2019 年
底，全乡统筹各方面资金，修建水泥硬化屯路 46 条 57.43 公里；
硬化产业路 11 条 8.75 公里，
受益 20 个村 196 个屯,受益人口 4.18
万人,给群众出行、运输农产品带来极大便利，有效促进贫困户脱
贫致富。
二是“跨区域”创新实施人饮工程项目建设。探索建立集中
连片跨区域供水的模式，利用平荣、红光两个稳定的水源点，通
过集中连片，层层加压，陆续建成 19 个人饮项目，铺设管道里程
达到 240 公里。其中，2018 年初争取资金 400 多万元建设的爱华
至陇选村跨区域人饮工程，更是让陇选村 246 户 977 人彻底告别
了“靠天喝水”的历史，世世代代困扰村民的大难题得到了解决。
目前该跨区域集中连片供水工程覆盖 12 个村 118 个自然屯，共约
22000 人受益。
三是“三提升”全面推进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脱贫攻坚
实施以来，该乡建设 19 个标准化村卫生室且全部实现就医直接结
算，配备乡村医生 26 人，组建 3 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分成
20 个服务小组，对全乡 20 个村（社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指
导服务全覆盖，受益贫困患者 5000 多人次，有效解决群众“看病
难”问题；提升为民办实事服务水平，新建、扩建村委办公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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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个，创建党群服务中心 20 个，建设一站式服务窗口，简化办
事流程，有效解决群众“办事难”问题；建设完善文化体育基础
设施，新建、扩建、维修等方式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篮球场 8 个、
戏台 15 个、文化书屋 20 个、修建健身路径 500 平方米、宣传栏
40 个、安装路灯 300 多盏，解决群众“娱乐难”“健身难”问题。
打造都结乡“5.13”传统文化节和荣朋村等村春节篮球运动会品
牌，积极开展扶贫扶志各项活动，群众满意度显著提升。
（隆安县都结乡 供稿）

横县多措并举推动再排查、补短板工作出实效
为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横县县委、县政府拿出“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在全县开展为期 7 天的脱贫攻坚“再
排查、补短板”专项行动，通过全面自查自纠，提升了脱贫质量，
进一步巩固了攻坚成果。
一、真抓实干，切实压紧责任强推进
为着力做好脱贫攻坚“后半篇文章”，横县 2 次在县委常委
会上就“再排查、补短板”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部署，结合“以上
率下、实干担当”活动，压实压紧县四家班子领导和部门、乡镇
主要负责同志责任，要求带头到挂点乡（镇）村一线参战督战，
带领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协调解决问题，推动各项工作落细落
实落地。26 名相关县处级领导严格落实“县领导下沉到村”的要
求，亲临一线，以上率下，持续加强督查指导，层层压实工作责
任，活动期间访谈了乡镇主要领导、行业部门分管领导和驻村第
一书记共 85 人，确保活动强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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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心组织，力求队伍组建专业化
为确保排查工作见成果、出成绩，横县分别从乡镇、县直行
业部门等调兵遣将，组建由县四家班子分管领导带队的 4 个督导
组、17 个乡（镇）工作组和 12 个行业部门工作组共同参与“再
排查、补短板”活动。其中，乡镇工作组均从熟悉扶贫工作的驻
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中挑选共 401 人；行业部门工作组由
各相关单位党组织书记负责选派部门“专家型”精干力量 250 多
人；同时还派遣经过严格培训和考试的“精锐部队”—上林县脱
贫攻坚普查支援组共 207 人，从人员组建上突出专业性、权威性。
三、深入自查，实现排查工作全覆盖
参照自治区“四合一”实地核验的做法，工作组按照“核心
是精准、关键在落实、确保可持续”的工作要求，对全县 17 个乡
（镇）、296 个有脱贫任务的村（社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以及边缘户通过入户访谈、查阅资料、查阅系统、实地查看、个
别交流等方式开展全覆盖、地毯式交叉检查。入户访谈方面，重
点了解帮扶工作是否扎实、明白人是否明白受益情况；查阅资料
方面，重点检查台账资料是否齐全、准确、是否做到账实相符和
账账相符，此次活动共查阅台账档案材料 1600 多盒（件）；实地
查看方面，重点核查“四大战役”和产业项目是否落地见效；个
别交流方面，分别与 652 名村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
村医等面对面交流，掌握工作短板和弱项。据统计，活动期间共
排查发现主要问题 13 类 22886 个问题，其中乡镇问题 18545 个，
行业部门问题 4341 个。
四、跟踪问效，确保问题整改出实效
针对活动排查发现的问题，横县下足功夫着力推进问题整改
到位。一是集中排查期间要求帮扶责任人跟随工作组进村入户，
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和资料存在错漏、贫困户手册填写有差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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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即知即改的问题，当场指出并提醒，让帮扶责任人能现场改
的及时改；同时推行问题即时反馈、当日反馈机制，工作组按照
“每日一清单”，平均每日将 3200 多个问题当晚反馈至乡镇，方
便问题所在镇、村立行立改、加快整改，至活动结束时已实现短
期问题整改 9245 个。二是活动结束后，迅速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进
行全面汇总梳理，列出问题总单，制定县级整改工作方案和乡（镇）、
行业部门整改工作细案，对照问题制定具体措施，明确时限、责
任到人，逐项逐户对账整改，定期反馈整改进度。针对乡镇把握
不准的政策疑惑，集中整改阶段继续安排县教育局、卫健局、医
保局、住建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民政局、残联等 8 个行业
部门组织业务骨干，加强追踪服务和业务指导，要求在 10 天限期
内协调解决排查发现的问题，着力提高问题整改质量。三是整改
期限结束后，县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扶贫办等督查部门加强对
问题整改的督导检查，将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列入脱贫攻坚督查暗
访重点内容，对整改不力的单位，将启动通报、约谈等方式，全
面推动问题整改全面“清零”。截止目前，全县已完成整改问题
达 22880 个。
（横县 供稿）

市档案局下足“绣花功夫”
深化脱贫攻坚档案工作
近年来，市档案局聚焦脱贫攻坚的档案问题，坚持以问题为
导向，主动作为，真抓实干，通过勤指导、强培训、抓示范、严
督导等四个方面，夯实业务基础、扫除档案死角，不断推动全市
脱贫攻坚档案工作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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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勤指导，规范档案管理
为做好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工作，近年来市档案局先后 50 多次
组织业务骨干共 200 余人次深入市扶贫办、马山县、宾阳县、良
庆区等地就脱贫攻坚文件材料的收集和归档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做到市、县区指导全覆盖。其中在文件材料收集方面，要求重点
对综合管理、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脱贫、“一户一档”、
扶贫项目和特殊载体档案等 7 个方面的内容加以收集，做到应收
尽收、应归尽归。在文件材料归档方面，要求严格按照《广西壮
族自治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办法》，及时对有保存价值的文件材
料整理归档，做到装订整齐、签章齐全、封面完备、档号正确，
确保档案整理质量。目前全市共整理完成精准扶贫档案 4.49 万卷
52.25 万件。
二、强培训，夯实业务基础
采取集中培训和现场观摩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提升脱贫攻
坚相关工作人员的综合水平。2017 年以来，先后举办精准扶贫档
案业务培训 14 期，培训约 1500 人次，通过 PPT 展示、参训人员
交流探讨等形式重点学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精准扶贫档案管理
办法》、脱贫攻坚文件材料收集范围和保管期限等内容，同时对
档案收集、归档、分类、利用等工作规范及档案数字化工作的相
关内容进行了讲解，帮助相关业务工作人员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此外，在武鸣区召开脱贫攻坚档案工作现场会，按照脱贫攻坚 4
个大类分别制作了从 2016 年至 2019 年的档案整理样板供各县区
档案业务骨干及市各专责小组成员参观学习，并对档案管理实际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现场答疑，进一步巩固了参训人员的业务
水平。
三、抓示范，发挥带动作用
注重示范效应,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结合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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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推荐，将横县陶圩镇、宾阳县露圩镇、上林县巷贤镇、马山县
白山镇、武鸣区城厢镇等 12 个乡镇作为全市精准扶贫档案规范化
建设试点乡镇，并联合县区、乡镇等对其进行打造，形成市、县
区、乡镇三级协同统筹规划、加强指导跟进的工作格局，确保精
准扶贫档案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取得成效。在试点乡镇打造成功
后，号召县区组织人员到示范点现场观摩，通过现场讲解、展示、
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让参观人员熟悉掌握档案材料分类、排序、
装订、装盒等技能。在试点乡镇的示范带动下，全市脱贫攻坚档
案工作不断规范，档案整理质量和整理水平稳步提高。
四、严督导，强化工作实效
联合市扶贫办组成督导组深入良庆区那陈镇、宾阳县露圩镇、
横县陶圩镇、隆安县那桐镇等地开展问题排查，重点查看“一户
一档”材料、人员签章手续、档案基本类别的齐全性和案卷题名
书写、封面信息填写、归档目录著录的规范性等。对于排查中发
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要求，
对于不严不实、整改不到位的单位由主要领导电话提醒或下发通
报文、下发整改通知等形式加以推进。此外，以定期督导和不定
期抽查的方式督促 12 个县区认真做好脱贫攻坚档案工作的自查
自纠工作。据统计，通过严格督导检查，各县区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通过自查自纠共排查出包括资料整理、设施配备、库房管理等
方面的 100 多个共性问题均已整改完善；于近期开展的自查自纠
工作中共发现的 157 个“脱贫档案不精准”问题，目前已全部对
接相关部门逐一进行整改。
（市档案局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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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近日，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广西交通技师学院
到该县南乡、校椅等乡镇开展结对帮扶贫困家庭“两后生”招
生录取工作。实地对符合条件的“两后生”查漏补缺，并为已
经报名的 14 名贫困家庭“两后生”发放录取通知书。据悉，录
取入学后将为其开展为期一年的中期就业技能培训，培训期间
的培训费和生活费全免，由财政给予补贴 1.2 万元/人/学年。
培训结束后，广西交通技师学院推荐学员到企业就业。截止目
前，横县联合广西交通技师学院开展贫困家庭“两后生”就业
技能培训，共培养了 37 名技能人才，真正实现培训一人，就业
一人，脱贫一户的目标。
（横县 供稿）

报：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副组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市纪委、监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检察院，市委
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送：南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各专责小组，各专责小组成员单位；南
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县（区）委书记、县（区）
长、党委、政府分管扶贫工作的领导，各县（区）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办公室。
南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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