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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
加大金融扶贫投入力度

完善扶贫开发用地用林用海政策

今年4月18日，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打赢全省脱贫
攻坚战进行全面部署。

《实施意见》共分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强化脱贫攻坚政策保障、健全脱贫攻坚机制、加强脱贫攻坚
组织领导六大部分。作为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脱贫攻坚的纲要性文件，《实施意见》明确了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
是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战略图”。

健全精准扶贫机制
健全定点扶贫机制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机制
健全资产收益扶贫机制

海南脱贫攻坚

三年脱贫攻坚
两年巩固提升

政策保障

健全机制

组织领导
落实领导责任制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建立考核督查问责制度
加强扶贫开发队伍建设
强化脱贫攻坚舆论宣传

扶贫战略
特色产业脱贫
乡村旅游脱贫
电子商务脱贫
劳务输出脱贫

教育和文化建设脱贫
卫生健康脱贫

科技、人才引领脱贫
基础设施建设脱贫

生态移民、生态补偿脱贫
社会保障兜底脱贫

特色产业脱贫

制定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从政策、资金、技术、信息、流
通等方面支持贫困村、贫困农户发
展种养业和传统手工业等。扶持、
引导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在
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实行“公
司+贫困农户”“专业合作社+贫困
农户”等模式，吸引贫困农民以土
地、劳动力入社入股，建立与贫困
户利益联结机制，实施贫困村“一
村一品”产业推进行动。

因地制宜，加大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力度，扶持、引导贫困农户
大力发展槟榔、茶叶、花卉、热带
水果等特色高效产业，确保每个
贫困农户至少有1项种植产业。
利用海南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优
势，扶持贫困农民发展养殖业，扩
大文昌鸡、东山羊等具有地方品
牌优势的畜禽产品生产。

乡村旅游脱贫

利用国际旅游岛建设优势，把
贫困地区乡村旅游纳入扶贫开发整
体布局，将条件成熟的贫困村列入
全省1000个“美丽乡村”创建活动
计划。在具备旅游资源条件的贫困
村，引导村民开发“农家乐”“渔家
乐”“森林农家”，引导社会主体建设
青年旅社、乡村酒店、露营地，开发
农业观光、林业观光及生态旅游产
品；在少数民族聚集村庄，开发具有
民族特色服饰、织锦、手工艺品等旅
游商品，挖掘推广当地乡土文化、民
俗风情，开发民族文化体验旅游；在
具有革命旧址、纪念园、名人故居的
老区农村开发红色经典旅游。

改善乡村旅游点的供电、供水、
通信、消防、环卫以及教育、医疗卫
生和文化等基础条件；鼓励乡村旅
游点创建国家A级景区及椰级乡村
旅游点。

电子商务脱贫

抓住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子商务
龙头企业在我省布局的契机，鼓励和
支持邮政、供销、物流、商贸、金融等
企业到贫困地区建设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引导、带动贫困村、贫困农户通
过互联网直接对接市场，解决农产品
卖难、卖不上好价钱等问题。重点扶
持300个贫困村建立2000个电商服
务点。

支持贫困村、贫困人口较为集
中的乡镇，建设“互联网+扶贫”小
镇，通过电子商务，促进贫困地区种
养业、手工业、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加强贫困地区电商人才培训；对贫
困家庭开设网店给予网络资费补
助、小额信贷等支持；开展互联网为
农便民服务。

劳务输出脱贫

加快贫困地区劳务输出服务体
系建设，完善输出地与输入地劳务
对接机制，强化跟踪管理，解决外出
务工人员实际困难，保护其合法权
益。引导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
合，鼓励职业院校和技工学校招收
贫困家庭子女，确保贫困家庭劳动力
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实现靠技能
脱贫。继续实施“雨露计划”，加强各
中等职业技术院校“扶贫班”的管理，
做到培训出来的学生送得出、用得
上、能致富，力争“培训一人，转移一
人，脱贫一户，带动一片”。

对在城镇工作生活一年以上的
农村贫困人口，输入地政府要承担
相应的帮扶责任，并优先提供基本
公共服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
就业和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有序实
现市民化。

教育和文化建设脱贫

健全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帮助农
村贫困家庭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确保
到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学前一年、
三年毛入园率分别达到95%和70%
以上。率先对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
费。进一步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免除
学杂费政策，让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初
中毕业生都能接受中等职业教育。
切实抓好教育移民工程，把居住偏
远、交通不便、教学设施落后的贫困
地区农村学生集中到乡镇、县城的中
小学校就读，确保他们不因家庭困难
而辍学。

推动文化投入向贫困地区倾斜，集
中实施一批文化惠民扶贫项目，推进贫
困市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设施设备
规范化建设，推动其达到国家标准。

卫生健康脱贫

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偿政
策，对贫困人口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大病保险制度
对贫困人口实行政策倾斜，门诊统筹
率先覆盖所有贫困地区，降低贫困人
口大病费用实际支出，对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大病保险支付后自负费用
仍有困难的，加大医疗救助、临时救
助、慈善救助等帮扶力度，将贫困人
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围，使
贫困人口大病医治得到有效保障。

加大农村贫困残疾人康复服务
和医疗救助力度，扩大纳入基本医疗
保险范围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
建立贫困人口健康卡。对贫困人口
大病实行分类救治和先诊疗后付费
的结算机制。

科技、人才引领脱贫

加大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
对科技扶贫的支持，加快先进适用技
术成果在贫困地区的转化和科技扶
贫示范村、示范户建设。继续选派科
技副县长、科技副乡镇长、科技特派员
到贫困地区工作。建立政策激励机
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
创业、各类技术人才到贫困地区领办
创办产业项目，对在贫困地区基层服
务的“三支一扶”、大学生村官等人员，
服务期满后经公开择优程序可考核聘
用为当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或定向
招考公务员。大力实施贫困地区、少
数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
划，注重培养贫困地区本土人才。

基础设施建设脱贫

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路网、电
网、光网、气网、水网等“五网”建设力
度，加快构建“田”字形高速公路网络
连接贫困地区的重大交通项目建设，
继续实施车购税对农村公路建设的
专项转移政策，加大对贫困地区县乡
公路建设支持力度，提高农村道路建
设补助标准，加快完成行政村通硬化
路的建设任务，加强农村公路安全防
护和危桥改造，推进自然村通硬化
路。建立用电帮扶联系点和贫困户
用电档案库，为贫困村和贫困家庭定
期检查用电设施，免费维修、更换残
旧电力设备。推进贫困村光纤网络
和高速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全面解
决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加快推
进贫困地区农村危房改造，统筹开展
农房抗震改造，把建档立卡贫困户放
在优先位置，提高补助标准。

生态移民、
生态补偿脱贫

对居住在白沙、保亭、五
指山、琼中等市县生态核心
区、水源保护区内和生存条件
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
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
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
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的原
则，因地制宜选择搬迁安置方
式，合理确定住房建设标准，
完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确保
搬迁对象有业可就、稳定脱
贫。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编
制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支
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托小城镇、
工业园区、农场等安置搬迁群
众，帮助其尽快实现转移就
业，享有与当地群众同等的基
本公共服务。

社会保障
兜底脱贫

按照“保基本、兜底线、促
公平、可持续”的基本原则，进
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对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
就业帮助实现脱贫的家庭实行
政策性保障兜底。抓紧建立农
村低保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数
据互通互联、资源共享信息平
台，进一步加强农村低保申请
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工作，将所
有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纳入低
保范围，做到动态管理、应保尽
保。加大临时救助制度在贫
困地区落实力度。提高农村
特困人员供养水平，改善供养
条件。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
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进行
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
备、动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统
和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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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
基本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
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幅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
近全省平均水平；确保我省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市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

到2020年
脱贫农户的增收能力进一

步提升，增收渠道进一步拓宽，
脱贫成效进一步稳固，摘帽市县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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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计划减贫人口
183389

贫困人口：92227
巩固提升脱贫人口：91162

全省农村“十三五”脱贫攻坚年度减贫计划
全省现有贫困人口

477194
调查确定贫困人口：317537
巩固提升脱贫人口：159657

2016年计划减贫人口
188300

贫困人口：119805
巩固提升脱贫人口：68495

2018年计划减贫人口
105505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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