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委亦友

妥

021〕 8号

中共北票市委亦公室 北票市人民政府亦公室

美子印友 《北票市現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同

多村振共有妓術接実施方案》的通知

各多慎 (街道)党 委 (党 工委 )、 人民政府 (亦事丈 ),市 委

各部委,市立各単位,姿済升友区党工委、管委会 :

《北票市現固拓晨脱貪攻堅成果同多村振共有致街接実

施方条》已姪市委常委会会洪■溶通辻,現印友分体11,情

汰真孤好貫御落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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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票市現固拓展脱貧攻堅成果同多村振共

有数衛接実施方案

力碗保現口拓晨脱貪攻堅成果同多村振共有妓衛接升好

局、起好歩、渫好篇,根据党中央現固拓晨脱貪攻堡成果同

多村振共有放街接決策部署和省委、朝「口市委工作要求,第

合実隔,特制定本実施方案。

一、指尋思想

堡持以刀近平新時代中国特色社会主又思想力指早,/1N

面貫御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仝会精

神,深入貫御落実コ近平恙牟泥重要琲活精神,竪定不移貫

御新友晨理念,堅持稔中求逃工作恙基調,堅持以人民力中

′む的友晨思想,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大力弘物 “脱貪攻堡"

精神,把現固拓晨脱貪攻堅成果援在共等重要位置来孤,推

功脱貪攻堅政策挙措和工作体系逐歩向多村振米平稔ミ渡 ,

実現卿 除亀対貪困向解決相対貪困、炊建立戒貪工作体系

向多村振業工作体系、状ネト芥基拙没施短板向生恣宜居、状

物廣扶貪向精神扶貪的 “四企韓交",用 多村振共現固拓展

脱貪攻堡成果,碗保不出現規模性返貪,同 多村振共有数街

接、全面椎逃。

二、工作目禄

2021年至 2025年 ,没立 5年辻渡期,メ 格落美 “四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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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摘"要求,保持現有希扶政策、資金支持、希扶力量恙体

稔定,井不断完善和仇化声立、就上等友晨美政策,仝力孤

好 5大方面、20項重点任券,実現脱貪攻堡成果現固拓晨 ,

多村振共仝面推逃,水 民荻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呈提高。

三、重点任努

(一 )か張政策保障鞣根

1.カロ張就立常扶衡接。完善就止信息平台,実現就立需

求和市場需求的精准対接。倣好有_Fl鉄 芳券輸出和就近就立

工作,調整仇化公益性聞位,支持在水村人居不境、小型水

利、多村道路、/・k口 整治、水上保持、声上国区、林立草原

基拙悛施等渉水項目建没和管ナIII片 た釆取以工代賑方式,

■保有就立能力和意尽的己脱貪人口 100%実現漁定就立。整

合培切1資源,対有培り1意鳳的建楷立十労功力 100%逃行免費

培切和推存就立,仝面提升貪困芳功力技能水平、取立能力

和就立牧入。対有唸1立意尽的建楷立十労功力落実tl立培り|

政策,符合条件的友放tl立担保貸款,充分調功唸1立主功性

和秋扱性。

責任頷早:訃 平

牽共部11:市人社局

配合部11:市友茨局、市水立水村局、市林草局、市水

弁局、市交適近輸局、市工信局、市教育局、市多村振共局 ,

各多鎮 (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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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カロ張医庁保障街接。杵建梢立十己脱貪人口(合 2015

年脱貪人口及功恣調整新増人口)、 迪象易致貪人口、水村

特困供赤人員、水村孤ノL(事実元人抗赤ノL童 )、 水村最低

生活保障人員幼入健康扶貪IFk策保障苑曰。対己脱貪人口墾

象実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険、医庁救助、医庁ネト充保隆等 “四

重保障"。 通址技硝じヒ例凋市,碗保已脱介声普通患者和大

病重病患者住院報硝しヒ例墾袋保持 90%和 95%。 調整己脱貪人

口慢性病送菱特殊政策 ,力 符合条件的息 41群慢性病己脱貪

人口亦理慢病江,落実相美ネト貼。カロ張定点医院、多鎮工生

院和村工生室医痛服弁水平,提高公共工生萩防控制能力。

責任頷早:包秀梅

牽共部11:市 医保局

配合部11:市工健局、市民政局、市財政局、市多村振

共局,各多慎 (街道 )

3.カロ張兜底保障街接。対元労功能力等有返貪ヌ隆的低

保己脱貪人口,持紋実施兜底保障。対迪象易致貪人口和其

他低牧入人口,符合低保条件的及叶納入,晩保辻渡期内己

脱貪人口低保兜底♭ヒ率迷到 50%。 力参カロ城多居民界老保隆

的敷費困/11群体代数保費。

責任飯早:包秀梅

牽共部|]:市 民政局

配合部,1:市財政局、市人社局、市戎咲、市多村振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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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各 多慎 (街道 )

4.カロ張教育扶持衛接。対建楷立十家庭学生墾象落実炊

学前至1高 中 (中 取 )除段 “零久担"政策,碗保元因貪級学、

因学返貪致貪現象友生。持象改善多村学校亦学条件,提升

教育教学庚量。

責任頷早:包秀梅

牽共部11:市教育局

配合部11:市財政局、市多村振共局,各 多鎮 (街道 )

5.カロ張住房安全保障街接。対己脱貪片和之象易致貪タ

住房安全逃一歩健仝完善功恣監測机制 ,出 現一声解決一声 ,

魂保住房安全。

責任頷早:恥 平

牽共部11:市規支1局

配合部11:市財政局、市多村振共局,各 多慎 (街道 )

6.カロ張鉄水安全保障衡接。逃一歩カロ張水村人口次水安全

功恣監淑l,カロ張供水工程建没,張化水源保夕和水皮保障,4
-歩提高水村人口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和供水保江率。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水券局

配合部11:市■l健局,各 多鎮 (街道 )

7.カロ張基拙没施建没衛接。実施多村建没行功,推邊水

村厠所革命、生活泣坂和汚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逃一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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カロ張村_ll和声立配套道路、村坂朱合文化服分没施和工生室

改造升鉄、水村通信基靖等基砧没施建没。実施 “快蛯逃村"

工程,推逃芸多村物流体系建没,カロ快水声品全fib保 鮮、冷

従物流没施建浚。強化屯商扶貪,毎企行政村至少建成 1企

屯商扶貪服外国点。

責任頷早:包秀梅 王金旭 劇美智

責任部11:市水立水村局、市水券局、市不保局、市規

支1局 、市交適邁輸局、市文旅声屯局、市工健局、市工信局、

市服弁立局、市財政局、市多村振共局,各多鎮 (街道 )

8.カロ張土地支持政策衛接。落実最芦格的耕地保ゲ制度 ,

張化耕地保夕主体責任,芦格控lll♯水建没占用耕地,堅央

守住耕地生銭。以国土杢同規支1カ依据,接照泣保尽保原ス1,

毎年安排不少予 5%的 新増建没用地廿支喘 林,寺項保障汎固

拓晨脱貪攻堡成果和多村振共用地需要。

責任頷早:物春柏

牽共部11:市 自然資源局

配合部11:市水立水村局、市林革局、市規支1局 、市不

保局、市友政局、市菅商局,各多鎮 (街道 )

(二 )準辻多村オ上暴

9.仝力椎逃 “四区両基地"建没。堅持 “項目整合、姿

金畳カロ、互力配套、各泥其功"的新理念,カロ大資金整合、

政策支持力度,全力推逃 “四区蘭基地"建没,カロ快実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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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鳩、肉鳴、没施水立、生恣水立、奈根等全声立健項

目。実施 “三品一林"提升行動,着力打造北票特色区域公

用品牌、絡特仇企立声品品牌,緑色、有机、地理林恙友声

品,把北票走成京津真仇廣水声品供泣基地。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水立水村局

配合部11:市友改局、市財政局、市菅商局、市自然姿

源局、市不保局、市林草局、市規支1局 、市住建局、市服弁

立局、市多村振米局,各 多鎮 (街道 )

10.現 固声立希扶成果。現固友晨 “臭有支柱声立、多有

主尋声立、村有声立基地、夕有聰定項目",建立和壮大 2

今以上群A参考度高、帯資残貪敷果好的晏象扶貪支柱声立;

毎杢多鎮建成 2今 以上的扶貪声立国;毎今行政村有 1企以

上邁菅良好、帯貪能力較張的扶貪寺立合作社;有労功能力

己脱貪片毎声至少樵定落実 1企到声実体生声或笙菅項目。

対已建成投声的声立項目炊技木、管ゲ、菅硝等方面辻一歩

ネト芥短板,対帯貪戒貪数果差、声立牧益低的項目結合実豚

予以調整結型,促辻声立項目提反増数。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水立水村局

配合部11:市林草局、市多村振米局、市服券立局、市

工信局,各多鎮 (街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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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カロ張村級光伏屯靖建没及管理。私扱探索与国家屯岡

公司合作,槻功金融資本参与,オ1用村内、周迪空困土地等可

利用村集体土地資源継紋建没村鉄光伏屯靖,逃一歩拡大光伏

数益,壮大集体姪済。微好 89座村奴光伏屯堵友屯lll益管理使

用和没各逐行象ナ,制定ll■ 益分配方法,似到規苑管理。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 多村振米局

配合部11:相 美企立,各多鎮 (街道 )

12.カロ快水声品カロエ集衆区建没。規支1建没一企 5至 10

千方公里的水声品カロエ集楽区,実現基拙没施 “七通一平",

完善融資、研友、物流等公共服弁平合,カロ快提升承載力和

服奔能力。堅持以水声品深カロエカ尤共,カロ快水声品カロエ項

目建没。微好水事企立 “三篇大文章",改造升致 “老字号"、

深度升友 “原字号"、 培育壮大 “新字号",実施対外合姿

合作,帯功水夕邊入声立健条,企立利潤和水民牧人実現同

歩増K。

責任頷早:王金旭

責任部11:市水並水村局

13.友晨仝健物流和水村屯商。カロ快建没臭 (市 )区域性

物流国;依托有条件的家庭水場、合作社,カロ快建没声地全

借保鮮没施,基本建成覆監■多村冷従物流体系,推功北票

成力{真蒙水声品区域物流中′む。大力引逃わ培育水村屯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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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共企立、跨境屯商/■N立 ,争唸1国家 IIL子商券逃水村妹合示

苑晏。

責任頷早:王金旭 文1英 4.・

責任部11:市水立水村局、市服券立局

(二 )升晨防止近貧劫恣上測わやよ

14.カロ彊功恣監淑1和精准都扶。以ll■入支出状尻、“両不

愁三保障"及鉄水安全状況力重点,重式水声主功申扱、村

幻月入片模‖卜、行立季数据じヒ対、多慎季入夕核実和分析研

ナ1,及 明碗監淑1責任人、カロ張日常監測等方式,以人均年先

牧入不低予 6600元力基数、逐年 10%力 監淑1林准,対脱貪不

稔定方、迪象易致貪片以及因病因実因意外事故等同1性支出

較大或牧入大幅縮戒早致基本生活出現芦重困准夕,升晨防

止近貪致貪功恣監淑|。 堅持快什久ネト什久的基本原ス1,八凩

隆炎男1和友晨需求両企晨面,対監淑1対象升晨有針対性的精

准秤扶。対牧入不穐定、図1性支出不可控的,在促辻聰定増

吹等方面分予希扶;対喪失芳功能力的,K期限踪監測,持

須落実社会保障措施。継象対建梢立十実行功恣管理,実現

水村建楷立十貪困人口功恣清寒。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市 多村振業局

配合部11:市財政局、市水立水村局、市人社局、市民

政局、市医保局、市工健局、市教育局、市規支1局 、市水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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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菅商局、市住建局、市残咲、市税券局、市金融友晨

局、市交警大眺、市人民銀行,各 多鎮 (街道 )

15.実行//1炎管理。根据己脱貪声実昧状況,家合考慮家

庭1文入情況和返貪凩隆炎型等因素,実行分炎監淑1和希扶。

対因病、因え、因学和其他家庭支出ミ高可能早致近貪致貪

的,墾象落実防貪保隆。

責任頷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 多村振共局

配合部11:市水立水村局、市人社局、市民政局、市医

保局、市工健局、市教育局、市規支1局 、市水券局、市戎咲 ,

各多鎮 (街道 )

(四 )持崚か大投入保障

16カロ大財政投入。ミ渡期内墾象保江■須財政投入カ

度。根据現固拓晨脱貪攻堡成果同多村振共有数街接需要 ,

仇化資金支出身杓,重点支持多村声立友展。建立渉水資金

銃箸整合K敷机制,毎年銃等整合渉水資金量不低千脱貪攻

堡期平均水平。落実好提高土地出il牧益用千水立水村じと例

的政策。

責任頷早:物春柏

卓共部「1:市財政局

配合部「1:市友改局、市水立水村局、市林草局、市水

券局、市多村振業局、市民宗局,各 多鎮 (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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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カロ張金融支持。用好用足金融扶持政策,カロ大脱貪人

口小数信貸、扶貪再貸款、今人渉水唸1立担保貼息貸款工作

力度,切実満足声立友展中K期信貸需求。曰銃没施水立、

畜牧界殖、食用菌わ染根等特紳姿済作物友晨,カロ大金融支

持力度。

責任頷早:物春柏

牽共部日:市金融友晨局

配合部11:市財政局、市多村振共局、市水立水村局、

市服弁立局、市人社局、市力咲、市人民銀行,各金融机杓、

保隆机杓,各 多鎮 (街道 )

18カロ張扶貪姿声管理。走立姿声家底清晰、声枚リヨ属明

晰、美型界定科学、管夕取責明碗、近行管理規苑的扶貪姿声

后袋管理十1度。在明硫扶貪姿声枚属基拙上,通辻如化姿声台

敗、常査炎声扱表、実行定期抽査等方式,分美微好管理監督

工作,碗保扶貪姿声保値増値,K期聰定友拝帯貪作用。

責任飯早:王金旭

牽共部11:市 多村振共局

配合部11:市水立水村局、市財政局、市常汁局,各 多

鎮 (街道 )

(工 )全面か張党的板子

19.“五鉄ギ泥"孤 多村振共。充分友拝市委水村工作頷

早小姐作用,建立現曰拓晨脱貪攻堡成果同多村振共有残街



接跡凋央策机市1,銃等推逃多村声立、人オ、文化、生恣、

_a■ 象振共。深入貫御落実 《中国共声党水村工作条の 和省

市実施亦法,地伐配張多慎党委ギ泥、村党俎鉄ギt己 ,井 t7J

実孤好具体政策措施落実。

責任頷早:邪海波

牽共部11:市委姐鉄部

配合部11:各多鎮 (街道 )

20.墾数カロ張希扶体系建浚。深化落実■須頷早包多、部

11包村、党ス千部包声的精准希扶工作体系,保持希扶美系

不交,墾妓落実各項常扶措施。逃派l・ l多 村工作的千部要 tJr

派出単位脱鈎,格現固拓晨脱貪攻堅成果作力履以重点,碗

保駐村工作眺不撤、駐村千部不戒,鼓励引早仇秀第一ギt己

和駐村工作眺臥く到多村任駅。墾須深入推辻 “万名党員千

部拉手貪困夕"、 “百企澤百村"、 “十星放光彩"等活功 ,

秋板 ;1尋仝市党貝千部以工、志尽服券囲仄、社会力む人士

参有到現固拓晨脱貪攻坐成果工作中来,常扶力量和資源向

現固拓展脱貪攻堡成果仝面果焦。

責任飯早:邪海波

牽共部「1:市委姐鉄部

配合部11:市委宣借部、市工商咲、市多村振共局,各

多鎮 (街道 ),市立各部 11

四、保障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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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強化姐象板子。要墾紋堅持 “人町人、点対点"工作

机+1,落実好具多村党政主要久責同恙久恙責的頷早責任+1,

副晏鉄頷早分兵把口,各 多慎、各部11各久其責,晨晨圧実

責任,力現固拓展脱貪攻坐成果提供張有力的姐鉄保障。要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要求,各 多慎逃一歩張化本多

慎現固拓展脱貪攻堅成果挙措;各行上部日要結合各自工作

取責,カロ張対各自頷早域内衡接工作的凋研,制定仇化完善

政策的指早性文件和工作方案,t/J実似好工作指早督早。

2.強化督査考核。格現固拓晨脱貪攻堡成果熱入推邊多

村振共哉略実須考核,微好現固拓晨脱貪攻堅成果 “后坪借"

工作。結合 “五企―批"強化考核結果近用,格考核結果作

力千部地抜任用、坪先火仇、同責追責的重要参考,力 汎固

拓晨脱貪攻堅成果、全面推逃多村振共提供堅張保障。

中共北票市委赤公室 2021+6A11 Aqk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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