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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一早，临高县调楼镇
武闹村的贫困户钟财莲便来到村口
打扫卫生。“今年政府给我安排了村
保洁员这个工作，在家门口上班也
不耽误干农活。”她说，做一名村保
洁员，既能让村庄变得更干净整洁，
也能让自己尽快脱贫，非常开心。

33岁的王波是临高县波莲镇美
珠村的一名贫困户劳动力，今年春
节后，通过参加县里举办的扶贫专
场招聘会，他如愿在临高海丰养殖
发展有限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每天
早上5点多，他乘船出海喂鱼，一天
3趟。虽然在海上作业很辛苦，但王
波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每逢公司

放假，他总要骑着摩托车颠簸16公
里，回家探望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
孩子。“我以前去过广东打工，在临
高工作能有3400元一个月的工资，
还可以兼顾家庭，我很满意。”

就业是最长远、最有效的扶贫
方式。临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为全
县待就业贫困户劳动力建立就业台
账，按照他们的文化程度、职业技
能、就业意愿等状况，有针对性的匹
配岗位、推荐工作。

今年上半年以来，临高县就业
局先后在东英、皇桐、新盈等镇（农
场）举办了8场扶贫专项招聘会，组

织250多家用人单位现场招工，提
供岗位9600多个，774名贫困户劳
动力签订就业意向协议，其中460
人成功转移就业。今年9月初，临
高县还结合全县正在开展的“双
创”工作，为全县1068名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提供了农村保洁员的公
益性岗位，让他们在家门口务工，
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截至
目前，全县共转移贫困户劳动力
4067人，完成省下达任务2200人
的184.86%。

“我县坚持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的理念，始终把促进贫困人口就业
作为一项重要的攻坚任务来抓。”李

江华表示，该县将继续加大力度，通
过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公益岗位等
多种渠道，带动更多贫困人口走出
家门，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托起明天
的美好生活。

通过特色产业扶贫、就业扶贫、
金融扶贫、旅游扶贫、科技扶贫、“两
不愁、三保障”等一系列强有力举
措，临高各级扶贫干部发扬“5+2”

“白+黑”“雨+晴”的苦干实干精神，
全面擂响攻坚战鼓，多点发力拔“穷
根”。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16年年
底的8.46%降低至目前的1.68%，向
着三年脱贫攻坚的目标，又迈出了
坚实一步。

临高：打出攻坚“组合拳”多点发力拔穷根

11月28日下午，临高县临城镇头星村的田
洋上，户外已经看不见几个人。脱贫户林青拔完
一担葱，又开始弓身锄地。“这是今年种的最后一
批香葱了，天冷了，我要接着种上冬季瓜菜。”去年
被列为贫困户后，昔日“摘槟榔换酒喝”的林青像
变了个人似的，成了村里勤劳致富的典型人物。

林青和妻子育有3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两个
读初中。妻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一家人只
有0.6亩水田，种水稻口粮都不够吃，。

因为家境贫寒，林青一度不想让女儿去上高
中。去年政府将他家列为贫困户，帮扶3万元发
展资金，扶持他发展农业生产。林青用这笔钱，租
来2亩地种葱，买了一台微耕机，养了两头黄牛，
夫妻两没日没夜地干起来。

“现在不敢偷懒了，3个孩子我都要供他们上
大学。”租来土地后，林青精耕细作，浇水、施肥、除
草每一件小事都做得认真。为了卖葱，他经常凌
晨一两点起床，赶到田洋上拔葱洗葱，等待收购商
来采购。除了耕自己的地，他还开着微耕机给其
他农户耕地，赚点劳务费。

每个星期的电视夜校，林青总是第一个去“占
座”充电。“贫困户要脱贫一定要主动发展，变要我
脱贫为我要脱贫。”林青说，通过收看电视夜校，他
认识到，贫困户脱贫除了要勤劳，还要懂得对接市
场。在种香葱的过程中，他发现有的收购商时间
比较忙，不愿意每天凌晨来田洋上收葱。他主动
揽活，每天下午收好几百斤的葱，用电动车送到美
台墟上交到收购商手中，从中赚取0.1元/斤的差
价，每天可赚70多元。

去年，林青靠种葱赚了1.5万余元，加上冬季
瓜菜、务工等其他收入，家庭年人均收入达8000
多元，一家人顺利脱了贫。今年，他养的两头黄牛
出售了一头公牛，剩下的一头母牛前几天又产下
幼崽，收入比去年还增加了1万多元。

“虽然退出贫困户了，但政府还继续让我们享
受帮扶政策，孩子读高中补助4000元一年，读初
中补助2900元一年。”林青高兴地说，临高县委、
县政府计划投资2000万元，在头星洋建设标准化
的常年蔬菜基地，明年他打算拿着卖牛的钱，继续
扩大香葱种植面积，实现永续脱贫。

瞅着一只只结实健
壮、皮毛黝黑发亮的黑山
羊在羊圈内活蹦乱跳，临
高县皇桐镇文贤村的贫
困户王贵剑对今年脱贫
充满信心：“政府给我们
提供2万元贴息小额贷
款入股乳酸菌养羊项目，
每年按15%的固定比例
分红，我和老婆在羊舍割
草喂羊，每个月还有
5000元的工资收入，等
于是有了两份收入！”

在我省西部的临高
县，一手领着工资，一手
拿着分红，正成为许多贫
困户美好新生活的真实
写照。

2017年以来，临高
集全县之力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多措并举增加贫
困群众收入，落实“两不
愁、三保障”要求，贫困人
口脱贫步伐进一步加
快。截至11月30日，全
县预脱贫户 5344 户
24279人，完成年度任
务的110%，预计贫困村
脱贫出列 15个，完成年
度任务的125%。

2016年底，临高尚有贫困人口
6781户 30283人。贫困人口绝对
数大、贫困面广，脱贫任务十分艰
巨。“脱贫攻坚是一号民生工程，必
须紧抓不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临高县委书记李江华多次在扶贫专
题会议上强调，全县各级干部要以
扎实的工作态度、过硬的工作作风，
全力以赴推动脱贫攻坚工作，向党
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12月6日上午，笔者走进临高县
多文镇美山村，干净整洁的环村路，一
栋栋崭新的楼房，草木葱茏的绿化带，

让人不敢相信，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
个贫困发生率达40%的深度贫困村。

“跟着合作社养鸡，日子好起来
了。”在村中养鸡基地里忙碌的贫困
户王学偏说，20多天前，他刚刚领到
2739元分红，在合作社当养殖工，
每个月还有1500元工资收入。这
个月全家人就要脱贫“摘帽”了。

今年4月，在省地质局的牵线
搭桥下，省地质物供公司、美山村委
会、村里14户贫困户三方共出资68
万余元，成立临高多文美山种养专
业合作社，发展林下养鸡产业，累计

养鸡2.6万只，收入28.9万元。
“我们村发生了几十年未有的大

变化，很多外出务工回来的本村人都
非常惊讶。”美山村党支部副书记王
崇道高兴地告诉笔者，今年以来，在
各帮扶单位的支持下，美山村修建了
6.6公里的村内道路和生产道路，完
成 35户贫困户的危房改造，全村
212户村民用上了自来水，每个自然
村都通了宽带网络，村口还开通了电
商服务站。政府下拨各类建设发展
资金累计达1000多万元。

临高的一些贫困村，缺乏产业支

撑，基础设施滞后，群众脱贫底子薄、
难度大。今年，临高县“早谋划、早启
动”，统筹资金3.63亿元，对26个贫困
村进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全面排查
贫困村建设短板，坚持“缺什么，补什
么”，严格按照贫困户提升工程建设八
项标准，从完善基础设施、培育主导产
业、进行危房改造、实施电商扶贫等方
面着手，全面改善贫困村生产生活条
件。截至目前，已有文新村、抱瑞村、
富雄村、铺仔村、龙兰村等15个贫困
村进入整村脱贫验收、公示阶段，预
计今年脱贫出列。

整村推进扶贫 15个贫困村“颜值”大变样

落实“三保障”措施 贫困群众有了“保护伞”
“三保障”是兜底线的民生实

事，也是贫困人口脱贫的硬杠杠。
临高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全力补
齐“三保障”短板，扎实推进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工程，提高危房改造补
助标准，贫困户危房改造进度位居
全省前列。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补助
6.5万元，帮我建起了新房，我要努力
发展生产，把日子过得火红起来！”11
月23日，临高县博厚林场贫困户张桂
光一边打扫新房子，一边激动地说。

进入11月下旬以来，临高的危
房改造工作进入竣工验收的高峰

期，贫困户乔迁新居的幸福，荡漾在
各镇各村。今年，临高在延续去年
危房改造补助标准的基础上，将C
级危房改造补助标准从1.5万元每
户提高至3万元每户，引进第三方
机构鉴定危房等级，提升群众满意
度，层层传达压力，紧抓危房改造进
度。截至11月30日，全县危房改造
开工3581户，开工率达130%，竣工
3373户，竣工率为122%。

“医院给我们贫困户开通绿色通
道，先看病后付费，服务很温馨！”10
月11日，临高县东英镇和新村贫困
户陈琼娥因患支气管疾病到临高县

人民医院住院，医务人员为她开通就
诊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出院手续。
住院治疗一周，她花费5400多元，报
销之后实际只支付了485元。

陈琼娥在医院享受到的特殊待
遇，是临高推进健康扶贫工作的一个缩
影。为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临高全面推行建档立卡贫困户

“先诊疗后付费”新规，将贫困患者住院
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出台《农村
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方案》，对
贫困大病患者进行集中救治，投入300
万元为全县贫困人口购买大病补充险，
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助对象，确

保农村贫困患者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
付比例在10%以内。

此外，临高今年出台了《临高县
非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补助实施细则》，提高对贫
困学生的教育补助标准，建立了从学
前教育到大学教育100%全覆盖的
教育扶贫体系。截至11月30日，临
高教育部门发放贫困户及农村低保
户学生春季教育补助1491万余元，
受资助学生12569人，其中贫困家庭
学生10574人；发放秋季教育补助
1505万余元，受资助学生12606人，
其中贫困家庭学生10163人。

建立个性台账 4067名贫困人口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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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多文镇美山村种养专业合作社林下养鸡。 舒晓 摄

临高县博厚镇道德老村绿树成荫，美丽的民居错落有致。 阮琛 摄

临高皇桐镇金波村200亩荷花扶贫产业基地，游客在拍照赏花。 舒晓 摄

临高投入

2.1亿元
实施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其中

投入6174万余元

实施乡村道路硬化建设

投入4385万余元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项目建设

临高县共安排产业帮扶资金

1.49亿余元

采取
“龙头企业+农户”
“银行+公司+农户”
“合作社+农户”

等模式
引导贫困户发展规模化产业

从前“摘槟榔换酒喝”
如今辛勤劳作摘“贫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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