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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泉区下达招商引资任务总量 105亿元，其中工

业30亿元、省统70亿元。全年实施新建续建项目

（去除房地产类）107个，到位资金108.19亿元。其

中工业项目 54个，到位资金 38.63亿元。新签约

招商引资项目208个，协议总投资388.84亿元。

【招商项目引进】 善于捕捉信息。与各地

商会和行业协会建立广泛联系，及时了解行业动

态和龙头企业投资意向。坚持领导招商、节会招

商、亲情招商、驻点招商等方式，密集开展外出招

商活动。区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带队到京津、广

深、江浙、川渝等重点区域，开展精准招商活动，

参加和举办投资环境说明会9场。其中“1·17”苏
州推介会签约 9个项目，协议总投资 82.25亿元；

“5·25”中国徽商大会签约 15.5亿元；“10·26”北
京·颍泉集中签约4个项目，总投资23亿元，涉及

储能系统、生物科技、无人机等领域。11月25日

至12月28日，开展“招商引资集中攻坚月”，成立

广东、上海等5大片区招商工作组，进一步加大精

准招商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经济提质

提效。全年累计接待沈阳新松、汤臣压克力、上

海精益电器、正阳航空、瑞福联科、福方生物、浦

发建设、飞轮储能和浙江吉利手拉手等客商 200
多批次。面向广东、江苏、上海、北京、浙江和福

建等地，新选派 6支驻外招商队伍开展定向招商

和精准招商。发挥“两会”作用。强化项目论证

评审，规范落地工作流程，提高精准入驻质量。

全年实施 6批预审和 6批会审工作，分别通过 34
个和 22个项目，协议总投资分别为 231.97亿元、

79.39亿元。

区委副书记、区长虞建斌带队外出招商

【招商项目谋划】 根据招商引资策划、洽

谈、签约、落地、投产、运营、考核等各个环节，进

一步健全“两会两中心”工作机制，围绕智能制造

产业开展制作一个宣传片、印制一本宣传册、制

定一套扶持政策、包装一批推介项目等工作。注

重智能制造和关联产业的孵化工作，谋划实施阜

阳智能制造产业园企业加速器项目，推动智能制

造企业就地转化，已入驻 15家企业。围绕落实

“调转促”行动计划，以无人机、机器人产业为引

领，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芯、线、屏和精密注塑”等

配套企业。世阳光电、佳康科技和欧星数据线等

智能制造项目建成运营，正在洽谈的有泰美光

学、绿的谐坡等配套产业。

【服务企业】 制定扶持政策。落实《鼓励外

来投资扶持办法》《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等

企业扶持政策及《加强引进高层次人才）》《人才

高地建设工程》等配套文件。新修订《颍泉区引

进外来投资奖励暂行办法》《颍泉区招商引资统

计考核评比奖励暂行办法》《颍泉区优惠政策汇

编》及招商宣传片、招商引资投资指南，正在修订

《关于对区内智能制造类企业物流补贴的暂行办

法》等文件，助力颍泉区营商环境优化。及时兑

现高科新农、世阳光电等一批智能制造类企业的

政策奖补资金，正在办理鑫和诚信等企业奖补政

策。发挥部门合力。在重大项目招商过程中，提

供优质后续服务，为企业建设开辟绿色通道，践

行“三三六零”招商服务机制。区发改、质监、环

保、税务、招商和园区等部门，从签约到落户全程

跟踪对接，入园项目手续全程专人，企业建设全

程包保服务。加速项目转化。建立招商项目双

向约束机制，对签约项目实行开竣工保障金等制

度，有效调动企业项目建设的积极性，招商引资

项目落地转化速度不断提升。在全市率先设立

“阜阳市颍泉区产业引导基金”，助力智能制造产

业发展。

扶 贫 工 作

【概况】 2018年，颍泉区坚决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贫困

县高质量退出统领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全面打好

脱贫攻坚战。围绕“10个贫困村出列、1.18万贫

困人口脱贫、贫困县高质量退出”三大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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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要求，做到

务实高效推进。

【各项脱贫指标】 在户脱贫上。2018年全

区脱贫1.18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年人均

纯收入达4500元以上的5347户11227人，占拟脱

贫人数的 94.84%（收入 3500~4000元的 47户 118
人，占拟脱贫人数的 1%；4000~4500 元的 203 户

493人，占拟脱贫人数的 4.16%）。实施危房改造

1008户，补贴1516.2万元，做到应改尽改；建档立

卡贫困学生家庭 876户、在校学生 1353人，资助

175.1 万元，均按照最高档次资助，做到应助尽

助；因病致贫 6734 人，享受“351”“180”等政策

4.28万人次，报补 3620万元，报补比达 91.5%，做

到应报尽报。

在村出列上。把握贫困发生率。10个村贫

困发生率均降至1.4%以下（最低的为宁老庄镇大

田村，达0.27%）。把握村集体收入。10个村集体

收入均超 10 万元（最高的为行流镇大庙村，达

21.67万元）。把握特色产业发展。10个村均发

展一项以上特色产业，创建3个蔬菜专业村、2个

水果专业村、2个芝麻专业村、1个木本油料专业

村、1个菊花专业村、1个中药材专业村。把握公

共服务改善。每村均有一个党群服务中心、一个

村民文化广场、一所小学、一个标准化村卫生室、

一个老年服务中心、一个农家书屋、一个残疾人

工作站、一个公共厕所，至少有一个小游园。自

2014年开始，10个村累计修建道路 99条、173.5
千米，安装路灯3722个，修建桥涵431座，基本公

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明显改善。

在区摘帽上。紧盯“三率一度”。围绕漏评

率、错退率“两零”目标，全面开展贫困人口漏评、

错退问题大排查大整改，坚持应纳尽纳、应扶尽

扶、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不搞规模控制和“一刀

切”，严格执行“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程

序，坚决杜绝“两该两不该”现象。在 6月份动态

调整中，新识别贫困户63户、198人，返贫3户、11
人，核减 208 户、583 人，户内新增 1814 人，减少

3348 人。在 10 月份动态管理中，脱贫 5597 户、

11838人，新识别 80户、265人，返贫 5户、12人，

人口自然增加 1162人，减少 1718人。围绕提高

群众认可度，对贫困户实施精准帮扶监测，认真

制订并严格落实“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搜

集、兑现贫困户“微心愿”；对非贫困户，重点关注

未纳入建档立卡的低保户、残疾户、重病户、独居

老人户等人群，打好政策补丁，积极化解涉贫信

访事项，181件涉贫信访事项已全部办结。紧盯

全部村出列。40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均降至2%
以下，集体经济收入均超 10万元，全部创建为特

色种养业专业村。自 2016年开始，对 40个贫困

村投资 2.19亿元，修建道路 327条、325千米。统

筹推进非贫困村产业发展，组织开展全面消除集

体经济“空壳村”专项行动，投入 2352万元为 49
个非贫困村建设村级产业扶贫基地，109个涉农

村（居）集体收入均超 5万元。紧盯“双基”达标。

谋划实施农村基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项目 226
个，计划投资 1.13亿元，在此基础上提前启动一

批项目，共实施 391个项目，完成投资 1.54亿元。

全区8类、19项指标全部达到或接近全省平均水

平。紧盯收入增幅。截至 12月全区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12007元，增长10.2％。

【扶贫工作机制建设】 抓学习明方向。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切实用以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区委中心组学习

研讨涉及扶贫内容9次。抓培训提能力。先后组

织人员到蒙城县、谯城区学习贫困县退出经验，

到颍上县学习贫困村环境综合整治、产业扶贫具

体做法。召开区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暨脱

贫攻坚培训会，邀请省扶贫办业务专家来颍泉作

贫困县退出专题报告。集中开展扶贫干部能力

大提升专项行动，实现扶贫干部培训全覆盖，着

力培育懂扶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

抓调度强推进。建立常态化调度推进机制，8月

之前，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一月一调度；8月以

后，实行“一周一调度”，做到主要领导直接调度、

关键工作重点调度、薄弱工作专题调度，同步开

展督查督办。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脱贫攻坚会

议 30次（区委常委会议 6次，区政府常务会议 11
次，区政府专题会议13次）、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 18次，强力推进脱贫攻坚。抓巩固防返贫。

认真落实《关于建立防范返贫工作机制的实施意

见》，研究制定《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

意见》《颍泉区摘帽后续帮扶计划和巩固提升工

作实施意见》，坚持责任不变、政策不变、监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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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持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抓整改促提升。扎

实推进“重精准、补短板、促攻坚”专项整改行动、

脱贫攻坚“大排查”工作，认真抓好脱贫攻坚各类

监督检查发现问题整改不落实和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问题的立行立改，对 2016年以后省、市各类

督查检查发现问题开展“回头看”。省级各类督

查检查、巡视反馈的 60个问题已整改完成；市级

督查检查、专项巡察反馈的 362个问题整改完成

359个，正在整改 3个。抓问责优作风。配合市

委脱贫攻坚领域三轮专项巡察，实现40个贫困村

全覆盖。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发现脱贫攻坚领域违纪违法问题 60条，

处理95人，其中对落实责任不到位的问责63人，

通报扶贫领域典型案例5期、14起、16人。

【帮扶责任落实】 强化攻坚责任。坚决落

实脱贫攻坚党政同责“双组长”制，与各镇街道党

政“一把手”签订年度脱贫责任书。成立“区摘

帽”工作推进指挥部，下设基础业务提升、“双基”

工程、项目资金等9个工作专班，均由区四大班子

负责同志牵头。调整区政府班子成员工作分工，

明确一名副职专职抓扶贫，不再分管其他工作。

强化双包帮扶。深入推进“单位包村、干部包户”

定点帮扶机制，26名区级领导每人联系1~2个贫

困村和1~2个非贫困村，安排6528名干部结对帮

扶 2.63万户贫困户，每人包保不超过 5户。选派

217名干部驻村帮扶，其中县处级干部 19名，实

现 40个贫困村、69个非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

全覆盖。伍明镇王寨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徐冬

梅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贡献奖”，是安徽省

唯一获此奖项的扶贫干部。每村配备2名专职扶

贫专干，新配备 1386个自然村党建扶贫小组长，

把帮扶力量延伸到自然村。强化以上率下。坚

持“三驻三查三共同”（区四大班子负责同志带头

驻村、区直包保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带领驻村、扶

贫工作队长期驻村，查基础工作短板、查政策落

实短板、查双基建设短板，共同查问题、共同干工

作、共同担责任），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

头开展五级书记遍访贫困对象活动，带头开展

“解剖麻雀”式驻村蹲点调研。区委、区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开展脱贫攻坚调研 73次，走访贫困户

363户次，其中五级书记遍访活动以来，走访贫困

村次45次、贫困户186户次。

【扶贫资金落实】 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按

照“扶贫投入同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相适应”要求，

全年投入扶贫资金 27936.6万元，其中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 17696万元（中央资金 4576万元，省级

资金2368万元，市级资金1612万元，区本级配套

专项扶贫资金 9140万元），区级清理收回财政存

量资金可统筹部分用于脱贫攻坚 1956.57万元，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支持脱贫攻坚3474.97万

元，安排扶贫债券资金 4809万元。2018年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实际支出17181.33万元，支出率达

97.09%。加大扶贫资金监管力度。制订并严格

落实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建立专账，专

人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全程跟踪。开展扶

贫资金使用管理专项检查，对2014年以来的扶贫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扶贫资金使用效益

不断提升。加大项目库建设管理力度。按照“户

申请、村申报、镇审核、区直部门审定、区审批”程

序确定扶贫项目，建立健全区镇村三级扶贫项目

库，扎实做好项目储备工作。备案扶贫项目 186
个，投资 1.97亿元，其中到村项目 157个、到户项

目29个，均已全部完工。

【产业扶贫】 抓好特色种养业扶贫。修订

完善特色种养业扶贫工程实施方案，优化到户奖

补项目、奖补标准。投入7310万元实施特色种养

业项目 2.27万个，惠及贫困户 16043户。410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务工就业、土地入股等方

式带动 19570户贫困户。抓好光伏扶贫。1—11
月，40个贫困村村级光伏电站发电215.3万度，总

收益 211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均增收 5.3 万元。

1610个贫困户户用光伏电站发电 490.2万度，总

收益 485.6万元，户均年增收 3016元。抓好电商

扶贫。建成 2个区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1个物

流配送中心，村级电商站点实现全覆盖。2018年

组织电商公益培训19场，进村普及培训36场，培

训3319人，其中贫困户425人。新培育孵化农产

品网销品牌 13个，新增农产品电商经营主体 125
家，实现农产品网销额 2.06 亿元。抓好旅游扶

贫。投资276万元实施3个国家级乡村旅游扶贫

重点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闻集镇葛桥村获

批为国家 3A级旅游村。新创建星级农家乐 5家

（其中四星级农家乐2家，三星级农家乐3家），累

计达 10家。举办草莓文化节、梨花节、纪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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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起义90周年、农民丰收节等系列节庆活动，推

动全域旅游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累计带动541名
贫困人口脱贫。累计安排到户产业扶贫项目 9
类，投入资金4720万元，惠及20453户贫困户，产

业覆盖率达 85.17%；安排到村产业扶贫项目 133
个，投入资金3669万元，实现贫困村全覆盖。

菊花种植产业

【就业脱贫】“就业一人、全家脱贫”，审核

认定并授牌居家就业扶贫基地 159家，开发就业

扶贫岗位2685个，已上岗2355名贫困人口，发放

岗位补贴852万元。其中，针对弱贫困劳动力、60
岁以上贫困劳动力，积极开发村级辅助性公益岗

位，主要从事“两保三护”（保洁、保绿，护林、护

路、护水），已上岗1932人。建成44个扶贫车间，

吸纳 663人就业，其中贫困人口 317人。技能脱

贫培训 1019人，发放技能脱贫培训补贴 89.48万

元，实现就业帮扶2166人。

【健康脱贫】 针对因病致贫占比较高的实

际，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救助“一站式”

即时结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参加新农合的

贫困户 19955 户、43808 人）。严格落实“351”
“180”政策，1—11月，“351”“180”报补15.95万人

次，补偿 1.49 亿元，其中“351”实际补偿比为

91.3%；“180”实际报补比 97.1%。为减轻非贫困

户、2014—2015 年已脱贫户的患病就医经济负

担，出台“1678”综合医疗保险再保障政策，防止

因患重特大疾病致贫、返贫。“1678”再补偿报补

884人，金额667.1万元。对844名15种大病患者

开展专项救治，对1803名农村贫困已婚妇女进行

免费“两癌”筛查，对45名贫困人口新生儿疾病免

费筛查，向117名贫困人口6~24个月婴幼儿发放

营养包。

【教育扶贫】 出台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实施

方案、“圆梦计划”教育扶贫实施办法。资助各级

各类贫困学生6968人、992.2万元，实现教育资助

全覆盖（全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5066户，在校贫

困学生6968人）。发放“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

1435人、215.4万元，实现应补尽补。发放 358名

贫困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293.7万元。投入1615
万元改善 58所贫困村学校基础办学条件。选派

45名科技特派员，实施 4个科技扶贫项目，直接

吸纳41名贫困人口就业。

【金融扶贫】 大力推行“一自三合”模式，严

格执行“户贷户用户还”原则，全面推广“贫困村+
合作社+贫困户”带动模式。2018年实际发放扶

贫小额贷款 6188户、18567万元。完善风险补偿

金管理，投入风险补偿金1700万元，累计3100万

元，资金专款专存、封闭运行。

【基础设施建设】 道路方面，投资2.74亿元

实施农村扶贫道路项目 380个、总里程 367.92千

米。饮水安全方面，在2017年实现农村安全饮水

全覆盖基础上，投资 2032.8万元改造提升水厂 6
处。电力方面，投资1.82亿元实施农村电网升级

改造项目340个，已开工337个，其中竣工282个。

信息化方面，在2016年完成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基

础上，投资 2460 万元实施 4G 通讯基站项目 41
个，已全部完工。

【环境整治】 围绕全区贫困村基础设施薄

弱、人居环境较差的实际，全面启动贫困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坚持示范引领、压茬推进、发动

群众原则，形成“1141”全域推进路径，对 40个贫

困村和 69个非贫困村，分别按照标准版、基本版

进行综合整治。拟出列 10个贫困村全面完成整

治，其余 30个贫困村和 69个非贫困村环境整治

正在有计划推进。持续推进农村厕所垃圾污水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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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三大革命”，实现农村市场化保洁全覆盖，

同时做好供排水工程、道路工程、水环境整治工

程、入户改造工程、景观绿化工程、公共设施建设

等。对贫困村道路、河流两侧进行绿化提升，新

绿化道路 308千米、沿河绿化 16.4千米。新选聘

生态护林员公益性岗位104人，累计达126人，发

放工资36.54万元。

【社保兜底脱贫】 省市下达全区农村危房

改造 200户任务于 2017年提前完成，完成 4类重

点对象危房改造2413户，拨付补助资金3892.2万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925 户、3017.3 万元。

持续推进社保兜底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将农村

低保标准提高至每人每年 6540元，1—11月贫困

户中享受农村低保 7619户、12149人，发放资金

3687万元，其中新增贫困人口农村低保 3262人。

提高农村特困供养标准，1—11月贫困户中农村

特困供养人员 1820人，发放资金 713.1万元。全

面落实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1—11月贫困户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403人，发放资金472.8万元；贫困户享受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5894人、331.7万元。

【社会扶贫】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脱贫

攻坚，组织开展“10·17”扶贫日活动，表彰“最美

脱贫户”95人、“三美两优”扶贫干部 68人、企业

单位 50家，98家爱心企业单位认捐认领项目资

金1264.8万元。实施“金秋助学”系列捐助活动，

实现2018年新录取本科贫困大学生资助全覆盖。

认真做好中国社会扶贫网推广，注册贫困户 2万

多户、爱心人士1万余人。发挥专业合作社、种养

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作用，

阜阳大丰收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劳动

务工就业、金融入股分红等方式，带动304户贫困

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一半以上贫困户增收超

过 1万元。通过开展林业技能培训，把贫困户培

养成为林业技术骨干人员，提高贫困户工资

收入。

【扶贫宣传工作】 注重激励促动。利用村

级“讲习所”，通过常态化宣讲，促进群众比学赶

超，提振精气神。探索推广“爱心扶贫超市”，实

行以劳动换取积分、以积分换物品激励机制，已

建成爱心扶贫超市20家。拍摄制作微电影《三扶

懒汉》，讲述扶贫干部帮助懒汉脱贫脱单故事。

注重典型带动。总结推广脱贫典型，用身边人身

边事示范带动。自 2017年开始，先后评选“自力

更生·脱贫致富光荣户”20人、“最美脱贫户”105
名、“清洁文明户”1000户、文明家庭 80户，大力

营造勤劳致富、光荣脱贫氛围。

【基层扶贫队伍】 抓选派锻炼。出台《颍泉

区干部挂职锻炼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有计划、

分批次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扶贫一线挂职锻炼。

自 2016年开始，选派 10名区直优秀科级干部挂

任乡镇扶贫专职副书记，选派 217名干部驻村帮

扶，其中县处级干部19人，选派26名年轻干部到

区扶贫办挂职锻炼。二是抓提拔使用。坚持以

脱贫攻坚表现和实绩作为选拔使用干部的重要

依据。自 2016年开始，提拔重用扶贫一线干部

69人，其中从乡镇扶贫干部队伍中提拔56人，乡

镇扶贫专职副书记提拔使用 5人，驻村扶贫工作

队7人，区扶贫办1人。抓后备梯队。每村配备2
名村级扶贫专干，享受村“两委”正职待遇，作为

村级后备干部培养。2018年村和社区“两委”换

届期间，59名扶贫专干进入村“两委”班子。公开

招考 145名村级年轻后备干部，对考核优秀的优

先吸纳进村“两委”班子。招录的145名后备干部

中担任党组织委员15人，担任村委委员30人，交

叉任职 2 人，扶贫专干 31 人，计生专干 14 人。

2018年新配备 1386名自然村扶贫小组长，同时

担任自然村党建小组长，推动党建网格延伸到自

然村。

机关事务管理

【公务接待】 2018年，区机关事务管理局严

格贯彻落实《阜阳市市直机关公务接待管理暂行

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务接待经费管理的通

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

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和省市区有关规定，

圆满完成各项接待任务。一是在住宿、餐饮和会

务等方面，严肃接待纪律，简化接待礼仪，控制接

待标准，厉行勤俭节约，制止铺张浪费。二是在

接待费用审核报销方面，严格落实“四单合一”审

核报销制度，公务接待费结算时一事一结，事后

开具发票、结账，改变累计挂账的方式，并在票据

后附相关公函或电话记录，在清单上注明接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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