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9 日，观山湖区委二届六次全体会议

召开， 为观山湖区强化省会城市核心区担当、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吹响了冲锋号角。

全区党员干部一致认为， 这次会议目标明

确、任务清晰、举措得力，充分展示了观山湖区

作为省会城市核心区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责

任担当，充分体现了区委重实干、脱真贫、奔小

康的为民情怀。

“全会提出要在进一步落实精准战略、组

织重点攻坚、全面提高质量、坚持统筹推进上下

功夫。 ” 观山湖区教育局局长罗朝明说，在今后

的工作中，将扎实推进教育扶贫攻坚战，持续推

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参

与农村基础教育建设， 并加快农村薄弱学校和

村级幼儿园建设，改善农村中、小学和幼儿园办

学条件，确保到 2020 年在全省率先全面消除薄

弱学校、率先普及学前三年教育。

观山湖区卫计局局长李纯梅说：“全会强

调要深入推进统筹城乡发展‘8+1’ 行动，推动

社会联动扶贫。卫计局下一步将深入贯彻全会

精神，持续推进‘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对四家

乡镇卫生院的人财物进行全面托管，目前各项

机制已经初具雏形，相关机制也初步形成。 ”

针对城市低收入人群，该局还将进一步落实好

帮扶措施， 确保城乡健康扶贫工作一体化，同

安排，同部署，同落实。努力把健康扶贫工作做

成全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特色亮点。

“全会要求实现大扶贫与大生态有机结

合，推进绿色产业与扶贫无缝对接，贴合观山

湖区的实际。 ” 观山湖区生态局局长曹洋说，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全区山、水、林、田、湖

等区域的生态修复和保护力度，探索有效的生

态保护扶贫路子，促进更多帮扶对象就地转为

巡山员、巡河员、护林员，拓宽低收入困难群体

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并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综合

环境的整治力度，完善长效管理和考核监督机

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爱护环境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 ”

“全会强调了金融支持对脱贫攻坚工作的

重要性，要求全力推动金融服务到镇（社区）、

到村（居）、到户、到人，对下一步的扶贫工作

有很强的指导性。 ” 观山湖区富民村镇银行董

事长宋具江说，“结合政策指导， 未来， 我们会利用好金融武

器，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免担保、免

抵押、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真正解决投资兴

业的实际困难。 ”

金华镇党委书记包小玉说：“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将引入更

多优质项目，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扶贫扶智相结合、坚持开

发式扶贫和保障性扶贫相统筹， 全力促进金华镇经济社会发

展，让辖区低收入群体稳定增收、稳定脱贫。 ”

本报通讯员 陈倩 本报记者 蔡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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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 月 9 日, 中国共

产党观山湖区第二届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在区委党校报告厅

召开。

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 市

委常委、区委书记向虹翔讲话。 会

议审议通过 《中共观山湖区委关

于强化省会城市核心区担当为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当先锋做

贡献的实施意见》， 区委副书记、

区长汤辉就 《实施意见 （讨论

稿）》作了说明。

会议要求， 全区上下要统一

思想认识，切实用习近平扶贫思

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坚决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重大意义的重要论述上

来，统一到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

政治责任的殷切嘱托上来，统一

到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目标、标

准的明确要求上来，统一到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精准方略的重

要指示上来，统一到总书记关于

脱贫攻坚力量统筹的科学部署

上来，统一到总书记关于脱贫攻

坚作风建设的谆谆告诫上来。 要

认真学习、 深刻领会、 坚决贯彻

习近平扶贫思想， 以之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的责任感、 紧迫感和使命感。

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全区脱

贫攻坚工作依然存在不少突出

问题和薄弱环节，务必时刻保持

警醒、再接再厉、精准施策，确保

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要围绕“一二三四

五六” 的扶贫工作总体思路，以强

烈的省会城市核心区担当， 在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当先锋

做贡献。 “一” 是明确 “一个目

标” ，即到 2020 年，全区统筹城乡

一体化发展， 实现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和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同

步进入小康社会， 在全市率先实

现基本现代化；同时，对口帮扶黔

东南州剑河县、 黔南州长顺县广

顺镇及贵阳市息烽县九庄镇三合

村完成决战脱贫攻坚任务， 实现

全面脱贫目标。 “二” 是坚持“两

手齐抓” ， 即一手抓农村精准帮

扶， 一手抓城市精准帮扶， 确保

2020 年底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城乡低收入困难户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 8100 元，实现全区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和城乡低收入困难

户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线与城乡

最低生活保障线 “两线合一” 。

“三” 是实现“三个结合” ，即实

现大扶贫与大数据、大生态、大金

融有机结合， 推进绿色与扶贫无

缝对接、推进金融支持扶贫开发、

推进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四”

是推进“四项重点任务” ，即推进

统筹城乡发展“8+1” 攻坚行动、

“六大帮扶” 工程、 社会治理

“6+1” 行动和对口帮扶四项重点

任务，推动社会联动扶贫、实现精

准化脱贫、 优化区域扶贫协作格

局，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

康奠定坚实基础。 “五” 是抓好

“五个专项治理” ，即坚决抓好贫

困人口漏评错评专项治理、 贫困

人口错退专项治理、 脱贫攻坚危

房改造不到位专项治理、 扶贫资

金使用不规范专项治理、 扶贫领

域腐败和不正之风专项治理，持

续巩固整改成效、 不断提高脱贫

质量。“六” 是确保“六个到位” ，

即组织领导到位、励志扶智到位、

资金保障到位、干部培训到位、宣

传动员到位、监督考核到位，构建

好大扶贫工作格局， 全力发起总

攻打好脱贫攻坚关键战役。

会议要求 ， 要加强党的领

导，突出忠诚教育、严管厚爱、纪

律建设，做到思想阳光、队伍阳

光、作风阳光，深入践行“五步工

作法”“六个紧密结合”“八个

关键细节” ，确保中央、省委、市

委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署在观

山湖区落地落实，为发起总攻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提供坚

强保障。

会议指出，脱贫攻坚战略目

标已经明确，总攻令已经下达，

全区上下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市委的决

策部署， 切实肩负起省会城市

核心区的责任担当， 努力做出

新时代观山湖区的新贡献。 要

保持定力抓落实， 以坚强的政

治定力、战略定力、路径定力，

统筹好脱贫攻坚“内”“外” 两

大战场， 高一格快一步深一层

推进大扶贫战略行动。 要找准

方法抓落实，绘好“设计图 ” 、

下好 “进军令” 、 建好 “施工

队” 、用好“监督员” 、舞好“指

挥棒” ，做到目标清、方向明、路

子对，紧扣“四项重点任务” 这

一重要抓手， 强化监督检查机

制，确保政策执行到位、工作部

署落实。 要突出环节抓落实，做

到深入调查研究、 坚持定期调

度、注重过程监督、总结推广提

升，紧抓扶贫工作各个环节，确

保不偏不倚、取得实效。 要示范

引领抓落实， 全区广大党员干

部要按照“四有新人” 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做到心中有党、

心中有民、 心中有责、 心中有

戒，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断提升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能力和本

领，切实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

最迫切的问题，依法用权、秉公

用权、廉洁用权，做忠诚干净担

当有为的榜样。

会议号召，要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省会城

市核心区担当，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为夺取全省脱贫攻坚战全

面胜利做出观山湖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通讯员 罗飞宇 王顼

张婷 刘璃瓦）

观山湖区委二届六次全会强调

强化省会城市核心区担当

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胜当先锋做贡献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三次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四次全会精神

7 月 9 日， 观山湖区委二届

六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共观山湖

区委关于强化省会城市核心区

担当为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

利当先锋做贡献的实施意见》，

提出全区当前至 2020 年的扶贫

攻坚目标任务，并对全区扶贫工

作进行全面部署。

确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到 2020 年， 确保 2014 年以

来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成果巩

固提高；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和

城乡低收入困难户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越过 8100 元； 低收入

困难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

于全市平均增幅 3 个百分点；实

现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低收

入困难群体人均可支配收入标

准线与农村低保生活保障线“两

线合一” 。

到 2020 年， 实现城乡基本

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农村水、电、路、气、

讯、房、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高

一格建设，实现留守儿童动态为

零， 人居环境干净整洁优美，教

育医疗住房“三保障” 网底进一

步兜实，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城乡

低收入困难群体的获得感、满意

度进一步增强，建成更高水平全

面小康社会。

到 2020 年， 对口帮扶体制

机制更加健全，充分发挥观山湖

区在产业、人才、市场等方面的

优势，全力助推对口帮扶地区实

现脱贫、同步小康。

围绕“四个重点” 夺取全胜

统筹城乡发展“8+1” 攻坚

行动计划，高质量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

水利设施建设： 到 2020 年

全区实现饮用水城乡一体化。

电力改造： 今年完成变电

站改造扩容 3 座， 完成统筹城

乡发展“8+1” 农村电力配网项

目 6 个；2020 年实现农村一户

一表率 100%（除转供电外）。

农村路网建设： 今年建设

完成“组组通” 道路 50.016 公

里；2019 年建成贵阳市旅游公

路环线（观山湖段）；2020 年全

面实现村村通油路、 村村通客

运、户户通串户路，所有镇半小

时内上高速或通二级道路。

燃气设施建设： 今年编制

完成农村燃气发展规划；2019

年行政村燃气通气率达 30% ；

2020 年行政村燃气通气率达

60%。

通讯设施建设： 今年实现

20 户以上自然村 4G 覆盖能力

达 85% ；2019 年 20 户 以 上 自

然 村 4G 覆 盖 能 力 达 90% ；

2020 年 20 户 以 上 自 然 村 4G

覆盖能力达 95% ，村民组光纤

通达率 100%。

危房改造：加快推进农村危

房改造、 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搬

迁、无房户民政救助兜底、农村

老旧住房整治等工作，实现建档

立卡贫困户、低收入困难群体户

户有安全保障住房。

教育设施建设：2020 年在全

省率先全面消除薄弱学校、率先

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努力实现行

政村幼儿园全覆盖。

提升医疗保障水平方面：到

2020 年，实现每个镇有 1 所标准

化卫生院，每个社区有 1 所标准

化卫生服务中心，每个行政村有

1所标准化卫生室。

留守儿童关爱行动： 今年

底实现留守儿童数量动态为

零；2020 年底前，建立健全巩固

留守儿童动态为零工作长效机

制。

实施脱贫攻坚“六大帮扶”

工程，高起点推动精准扶贫。

产业帮扶： 今年产业结构

调 整 100% 覆 盖 低 收 入 困 难

村 ；2019 年， 全区特色高效经

济 作 物 结 构 调 整 全 面 完 成 ；

2020 年，实现“村社合一” 全

覆盖 ，“五子登科 ” 作物种植

面积 8.2 万亩、农业年总产值

5.8 亿元以上。

项目帮扶：全面启动扶贫项

目编制、管理，储备一批可行性

强、成熟度高，实施快、效果好的

项目，确保每一个扶贫项目有人

管、落得下、推进快、见效好。

教育帮扶： 对建档立卡户和

城乡低收入困难户子女就读高

中、 中职学校实行 “两助三

免” ，对就读高校、高职学校实

行“两助一免” ，对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及学前教育机构就

读学生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全覆

盖； 帮助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

户和城乡低收入困难户子女就

读职业院校， 除享受国家有关

补助政策外，同时免除住宿费、

书杂费、服装卧具费、保险费 ；

加大职业技能培训 ，实现“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 。

医疗帮扶：落实参保个人缴

费财政补贴政策，确保参保全覆

盖；建立完善“四重医疗保障制

度” ，确保所有低收入困难群众

看得起病、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费用实际补偿比达 90%以上；全

面实施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将

住院救助年度最高限额从 3 万

元提高到 4.5 万元。

金融帮扶： 通过设立基金、

谋划 PPP 项目等方式， 吸引社

会资本、 金融资本参与扶贫项

目；用好用活脱贫攻坚产业子基

金，做实、做优扶贫产业和扶贫

项目。

社会帮扶：将今年旅游文化

节上筹集的 1253 万元爱心资

金，主要用于帮扶建档立卡贫困

户、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体和对口

帮扶工作。 同时，围绕城市治理、

民生保障等相关领域，开发更多

公益性岗位，优先保障城乡低收

入群体就业。

扎实开展社会治理“6+1”

行动，高要求构建社会治理创新

体系。

以“大数据 + 社会治理” 工

程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为

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和谐稳定的

社会环境。 同时，通过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继续实施拥

军爱军观山湖行动等方式，推进

基层民主建设。

坚决扛起对口帮扶政治责

任， 高标准抓好对口帮扶工作。

完善对口帮扶机制：坚持每年拿

出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扶贫资金

帮助对口帮扶地区发展产业和

建设基础设施。

做大市场带动产业发展：

帮助对口帮扶地区构建线上 +

线下、 基地 + 超市的农产品销

售体系， 促进其农产品在观山

湖区、贵阳市乃至全省、全国销

售。

强化服务提供就业岗位：积

极搭建岗位信息、贫困劳动力就

业信息、 培训师资共享平台，帮

助对口帮扶地区开展农村劳动

力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帮扶户一

人掌握 1 至 2 门技术；为帮扶地

区贫困人员举办专场招聘活动；

协同打造一批生猪、肉牛、蔬菜、

特色瓜果等产业项目，促进帮扶

地区的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脱贫攻坚工作“四个重点”

本报记者 杨婷 制图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 引导困难群体增收致富

———《实施意见》主要内容解读

图为大会现场。 本报通讯员 王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