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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
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兜底。对农村低保
家庭中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和重度残疾人等深度贫困
群体在核发正常低保金的同时，按照本人月低保金
的 30%提高补助水平，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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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康扶贫保障机制，支持推进健康扶贫
工程。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大病集中救治实
现覆盖率 100%，加大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促进，
从源头上防止因病致贫返贫。2017年底前大病
集中救治覆盖所有贫困地区，2018年底大病集中
救治覆盖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患者应治尽治，不落一人

把符合条件的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的建档
立卡贫困残疾人全部纳入农村低保范围。把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重度残疾人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对 16 周岁以上有长期照料护理需求的贫困重度残
疾人，符合特困人口救助供养条件的纳入特困人员
救助供养；不符合救助供养条件的，可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采用托养等多种方式为其提供集中或社会化
照料护理服务

现有医保制度对贫困人口实行倾斜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
费用报销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大病保险
对贫困人口在起付线、报销比例等方面给予重
点倾斜。坚持保基本、兜底线原则，加大健康
扶贫投入保障，将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
控制在10%左右，门诊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
在 20%以内，年度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不超过当
地农村居民年度可支配收入

对 0—6岁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肌体残
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建立康复救助制度，逐
步实现为其免费提供手术、康复辅助器具配置
和康复训练等服务。深入推进儿童白血病、儿
童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肾病等 9种大病集中
救治，落实“定临床路径、定救治医院、定单病
种费用，加强医疗质量、加强责任落实”等救治
措施，逐步扩大救治病种

以包括深度贫困县在内的 5 个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为重点，加快推进县级医院、乡
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2018年，深度
贫困县的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达标率达 95%、
深度贫困村的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达标率达
100%，每个卫生室至少有一名合格的乡村医生

在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要消灭“应入学而未
入学”、辍学现象，力争每个特殊儿童都能得到相应的
教育

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和资金安排向深度贫困县、
深度贫困村倾斜，中央补助资金，省、市县配套资金
聚焦深度贫困群体重点对象，从2018年起中央补
助资金户均补助提高到 1.4 万元。大力推广加固
改造等低成本改造方式，鼓励通过统建农村集体公
租房，加固、置换或长期租赁闲置房屋等方式，兜底
解决贫困户等重点对象住房安全

教育存量资金优先保障、教育增量资金主要用于
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教育发展和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子女受教育的需要。中央、省相关教育转移支付资
金向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倾斜。为就读职业院校
的深度贫困家庭学生，开辟招生绿色通道，优先招生，
优先选择专业，优先安排在校企合作程度较深的订单
定向培训班或企业冠名班，优先落实勤工助学、助学金
发放等助学政策，优先安排实习，优先推荐就业

在原有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对纳入“雨露计划”
的深度贫困户家庭学生，适当提高生活补助标准，
每人每月补助增加到 500元。凡深度贫困户家庭
未能升入高中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学
习的，全部纳入“雨露计划”

■■■■■ ■■■■■ ■■■■■■■■■■ ■■■■■ ■■■■■

A07 图视 2018年1月3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丁静 美编：陈海冰

■ 积极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集
体资产，发展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逐步规范土地经营权
流转

■ 加大对深度贫困县
农业企业的扶持力度，采取
“新型经营主体+贫困户”
等模式，探索农村合作经
营，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
业，联结带动贫困户持续增
收。充分利用县域内森林、
坡地和撂荒地等，选择适宜
的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林下
经济，积极探索设施农业发
展新途径，多措并举提高土
地的利用效益

■ 在深度贫困村积极
推广光伏发电项目，支持鼓
励深度贫困群体利用房前屋
后空闲用地发展光伏发电项
目。积极推动条件具备的深
度贫困村建设分布式村级光
伏发电站，确保有村集体经
济收入和贫困户分红

■ 加大深度贫困群体
转产就业培训的力度

■ 列入共享农庄、美
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计
划的深度贫困村，优先落实
项目资金，确保率先完成建
设任务

明确脱贫目标任务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海南确保深度贫困群众如期脱贫
本报海口1月2日讯（记者原中倩 通讯

员阴若珂）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
发了《海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核心内容有
哪些？对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要求和积
极意义？对此，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对《方案》
进行了解读。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和《海南省深度贫困地区脱
贫攻坚实施方案》关于深度贫困县、深度贫
困村的界定标准，经对《全国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管理业务子系统》中贫困县、贫困村的
贫困发生率进行比对，并与国务院扶贫办及
各市县进行核实确认，确定我省贫困发生率
超过18%的白沙黎族自治县为深度贫困县，

贫困发生率超过20%且自然条件差、经济基
础弱、贫困程度深的为深度贫困村，同时也
确定了全省大（慢）病患者、重度残疾人、贫
困老人、孤儿（含事实孤儿）、特殊儿童等深
度贫困人口。

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求，全省各地各
部门要深刻认识深度贫困地区如期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深入贯
彻落实《方案》，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
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
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以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为组织保证，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倾
斜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全面
打赢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确保深度贫
困群众如期脱贫。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意见》中有总体目
标、中央统筹、落实部门责任、省负总责、加强
组织领导等相关内容，《方案》参照了其中的

“总体目标、落实部门责任、省负总责”内容划
分章节，并结合海南实际，增加“范围界定”“落
实市县主体责任”“保障措施”章节，力争深度
贫困地区政策落实“纵向到底”，形成一个完整
的政策体系。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与行业部门的倾
斜政策密切相关，如基础设施、土地政策等，需
要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为此，参照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度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实施意见》的相关内容，《方案》将国
家的具体支持措施全部融入部门责任分工章
节，结合海南实际，在“省负总责”板块中提炼
出10条具体倾斜措施，如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加大项目布局倾斜、加大金融扶贫支持力度、
加大产业扶贫支持力度、提升“三保障”工作水
平、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土地政策支持力
度、加大干部人才支持力度、加大生态扶贫支
持力度等，使行业部门优惠政策进一步向深度
贫困地区倾斜，确保责任“横向到边”。

同时为贯彻“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脱
贫攻坚机制，《方案》中增加了“落实市县主体
责任”章节，明确市县党委和政府解决辖区深
度贫困问题的主要任务，并将责任主体进一步
向乡镇、村延伸，向基础帮扶人员延伸，确保责
任“纵向到底”。

《方案》要求，市县要积极支持深度贫困
村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在贫困村每个村有一
个驻村第一书记、有一个驻村工作队、有一个
具体脱贫方案的基础上，每个深度贫困村增

加一个市县（市）级领导包干、一个乡（镇）级
领导包村、一个建设项目清单（由包村的乡镇
领导担任总项目长），实现深度贫困村“六个
一”帮扶机制，有效推进深度贫困村、深度贫
困群体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加
大深度贫困村的资金投入力度，确保每一个
深度贫困村不宜少于600万元。其中，中央、
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发展资金）投入不少
于200万元。

深度贫困村应立足于本地资源条件和产
业基础，积极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确保
每个村至少有1-2个支撑贫困户收入的主导
产业，并对村内贫困户的带动实现全覆盖。每
个村投入50万元以上的产业发展资金用于发
展村集体经济。

是指2016年底贫困发生率超过18%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路线图” 什么是深度贫困？

是指在建档立卡系统中存在大（重）病慢性病
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Ⅰ、Ⅱ级）、
贫困五保老人、孤儿（含事实孤儿）、
特殊儿童等贫困户家庭
以及其他因突发重大灾害、
意外事件等非主观因素导致贫困程度加深的
贫困家庭

■自然条件差
■经济基础弱
■贫困程度深的贫困县

是指2016年底贫困发生率超过20%

■ 在符合“多规合一”、环保等要求的前提
下，优先安排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公益性基
础设施项目、社会事业领域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 支持各相关市县加快推进交通扶贫“六
大工程”前期准备工作，在深度贫困县、深度贫
困村布局的建设项目优先启动，确保农村普遍
适用的项目工程优先在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
村实施，率先实现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具备
条件的自然村100%通硬化路，具备条件的行政
村客运通达率达到 100%，全面消灭农村公路
现有危桥，100%解决农村公路安全防护问题

■ 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向深度贫
困县、深度贫困村倾斜，深度贫困村光纤宽带网
络、4G信号全覆盖，实现宽带互联网平均接入
速率20%

■ 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电网改造升级
项目提前启动，全面提升配网供电能力和供电
质量。优先建立深度贫困村用电帮扶联系点和
深度贫困家庭用电档案库，为深度贫困家庭定
期检查用电设施，免费维修更换残旧电力设备

2017

年

纳入年度
整村推进计划
的深度贫困村
脱贫出列，达
到贫困村提升
工程建设目
标；纳入年度
脱贫计划的深
度贫困人口能
够实现分类特
殊帮扶，年内
如期脱贫。

2018

年

纳入年
度整村推进
计划的深度
贫困县、深
度贫困村脱
贫出列，深
度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
全省基本实
现原定脱贫
攻坚计划。

2020

年

包括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
贫困人口在内的全省建档立卡
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全部实现
稳定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不
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
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贫困县、
贫困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2%以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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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全面
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

■ 充分利用政策性贷款优势，加大深度贫
困县、深度贫困村政策性贷款投放力度，增长幅
度应明显高于其他市县

■ 利用省扶贫开发公司平台，撬动信贷资
金和社会资本支持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发
展“共享农庄”等项目建设。支持鼓励深度贫困
县符合条件的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新三
板挂牌等

■ 积极推进扶贫小额信贷措施落地实施，
对深度贫困群体，用足用好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补偿金，小额信贷5万元以下，三年以内免抵押、
免担保，基准利率放贷政府贴息，积极扩大贫困
户小额信贷覆盖率。鼓励金融机构下沉服务重
心，发展深度贫困村基层服务网点，延伸服务网
络，增加金融投入对深度贫困村的支持

■ 为深度贫困人口购买医疗补充险、意外
伤害险等商业保险，保险机构要适当降低对深
度贫困人口的保费收取标准。进一步推广深度
贫困县“期货+保险”扶贫做法，扩大适用范围

■自然条件差
■经济基础弱
■贫困程度深的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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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深度贫困有实招

深度贫困县 深度贫困村 深度贫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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