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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正到节骨眼儿上，各地各部

门扶贫力度在不断加大。很多扶贫举措都

与钱直接相关。扶贫资金多起来，如何用

得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最大的作

用，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上个月，中央纪

检部门专门召开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视频会场直达几千个

县。这次会议重点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这是脱贫攻坚新形势

对纪检监督部门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推动

脱贫攻坚胜利完成的重要动力。检察机关

也表示，要深入推进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

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

扶贫需要钱，而有了钱怎么花，向来是

一个大问题。扶贫资金的使用不能一刀

切，需要根据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用好。

县乡村基层干部是扶贫资金使用的“末

梢”。他们熟悉情况，了解实际，在扶贫资

金的使用上多听听他们的意见，赋予他们

更多主动权，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环节又

恰恰是监督执纪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县

乡村干部人数多，分布广，监督执纪比较困

难；另一方面，扶贫资金到了贫困村乃至贫

困户那里，数额相对小，不容易引起重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农村本来是人情社会，

村干部在扶贫资金上的违纪行为很难受到

村民察觉并进行举报。因此，有些乡村基

层干部就把扶贫资金当成了天上掉下来的

“肉”，觉得分下去、吃光了，就算完成任

务了。

过去，扶贫资金使用中常出现的问题

是“挪用”，把修路的钱用来通电，用通电的

钱盖房子，一些基层干部的“智慧”都用到

了不同项目的“腾挪”上。这几年，随着扶

贫力度加大，扶贫资金使用监管制度不断

完善，这种“腾挪”的必要性没有了，但少数

基层干部又在扶贫资金本身上动起脑子

来。资金申请到手，首先考虑的是亲友，甚

至自己人。在贫困户划定和扶贫资金发放

标准上，想方设法给自己人“留口子”“找路

子”。更有甚者，极少数村干部还把扶贫资

金当做拉选票的“资本”，看看谁家选票多，

就把发放扶贫资金的标准偏向谁。他们使

用扶贫资金不征求群众意见，申报扶贫项

目不考虑扶贫效果，一心想的是把扶贫资

金争取来，好分钱买“民心”。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啃硬骨头”的关

键期。扶贫的钱用得好，可以直接推动贫

困户脱贫，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用不好，就

可能让群众丧失对政府和社会帮扶力量的

信心，甚至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民心基础。

扶贫资金凝结着各级政府对贫困群众的关

心，是贫困户脱贫和贫困地区发展的“营养

品”和“强心剂”。这些资金使用中出现“末

梢问题”，不管它有多细小，都不是小问题，

一定需要通过监督执纪和问责来解决。

用了扶贫资金，上了扶贫项目，就要看

到实际效果。扶贫领域监督执纪和问责的

主要着力点，应该紧盯三个方面：一是看钱

花得对不对，有没有违反财务纪律，是不是

装进自家口袋，或者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二是要问钱花出去之后有没有效果，扶贫

项目落地是不是发挥了作用；三是多听群

众意见，让群众评议一下扶贫资金和扶贫

项目是不是发挥了作用。多数群众满意才

能算数。

监督执纪是手段，也是推动力。纪检

监察部门，尤其是市、县的纪检监察部门

应该赶紧行动起来，加强对县乡村基层干

部的执纪问责，用问责行动和纪律手段来

推动扶贫资金的正确使用，为脱贫攻坚

尽力。

贪污挪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
冒领，雁过拔毛、强占掠夺⋯⋯动扶贫资金
财物这块“奶酪”的现象屡见不鲜。据统
计，2017 年 1 月份至 6 月份，全国各级检察
机关在扶贫领域查处职务犯罪 1650 人，同
比上升 81.7%。

基层犯罪最常见

黑龙江省汤原县汤旺朝鲜族乡政府原
乡建助理陈利宇在任乡建助理期间，利用
给村民申请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职务便
利，弄虚作假，套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共计
8.8 万元占为己有。2016 年 10 月份，法院
以贪污罪判处陈利宇拘役 3 个月，并处罚
金 10万元。

2011 年 9 月份至 2015 年 12 月份，海
南省澄迈县扶贫办原主任陈儒成利用职务
便利，在扶贫物资采购和扶贫基础建设过
程中，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 101
万元。2016 年 9 月份，法院以受贿罪判处
陈儒成有期徒刑 5年，并处罚金 35万元。

上述案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年初对
外发布的典型案件。从案例看，扶贫开发
领域职务犯罪案件多发生在基层，涉案人
员多为基层“小官”，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村会计等村“两委”成员和村民组
长等村组干部，乡镇站所工作人员和部分
县级职能部门工作人员，贪污侵吞类型的
犯罪最为常见和突出。

2016 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扶贫领域
职务犯罪 1892人，同比增长 102.8%。一般
而言，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并
不是很大，但都是关乎贫困群众切身利益
的资金，如危房改造补助金、扶贫救助资
金、低保金等，被贪污、侵占、挪用后造成的
影响十分恶劣。

“围绕全区精准扶贫工作中的危房改

造、扶贫资助等重点攻坚项目，东乡区检察
院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2016 年以来先
后立案查办了东乡区黎圩镇工会主席陈某
某伙同村干部乐某某贪污危房改造款案、
珀玕乡北庄村魏某某贪污扶贫资金款等
案。”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杨露萍说，在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预防方
面，东乡区检察院加强与农业、扶贫等部门
的联系沟通，针对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扶
贫项目审批和实施等重点环节，研究分析
职务犯罪隐患，及时提出预防职务犯罪对
策建议。

据了解，从 2016 年 1 月份至 2020 年
12 月份，全国检察机关和扶贫部门将联
手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为期 5 年的专项活动，让扶贫资金真
正用在“刀刃”上，使扶贫资金的使用
有了保障。

紧盯“最后一公里”

日前，青海省纪委曝光了海西州都兰
县察汗乌苏镇上滩东村村委会原主任樊寿
贪污帮扶资金问题。根据通报，2012 年
10 月份，樊寿利用经管项目的职务便利，
将县政府拨付的“一事一议”10万元帮扶

资金据为己有，用于支付个人承包的工程
项目工人工资。都兰县人民法院以贪污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二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2017 年 4 月份，察汗乌苏镇党
委研究并报县纪委批准，给予樊寿开除党
籍处分。

扶贫开发领域违法违纪行为多发生在
扶贫资金的最后分配发放环节，涉案人员
多采取弄虚作假或隐瞒政策的方式，冒领
侵吞扶贫资金。有的利用手中审批、分配
发放扶贫资金的权力，借机向有关项目单
位或个人索贿、受贿。

“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严肃问责，
对挪用、贪污扶贫款项的严肃处理”。中央
要求坚持年度脱贫攻坚报告和督查制度，
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

一个月前召开的扶贫领域监督执纪
问责工作电视电话会强调，坚决纠正以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扶贫工作、做
表面文章的问题，树立起实事求是、求
真 务 实 的 鲜 明 导 向 ； 严 肃 查 处 贪 污 挪
用、截留私分，优亲厚友、虚报冒领，
雁过拔毛、强占掠夺问题，对动扶贫资
金财物“奶酪”的严惩不贷；对搞数字
脱贫、虚假脱贫的，对扶贫工作不务实
不扎实、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
整改的要严肃问责。

例如，江西省纪委对 2016 年以来收到
的 620 余条扶贫领域问题线索进行了梳
理，以设区市为单位建立专门台账，动态调
整更新，并对其中 31 件问题线索集中进行
交办督办；2017 年上半年，贵州省铜仁市
纪检监察机关共发现问题 1450 个，立案
1025 件，党政纪处分 1078 人，移送司法机
关 21人。

信息共享管全程

今年 3 月份，最高检、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出《关于对第一批
重点易地扶贫搬迁预防监督项目挂牌督办
的通知》，决定对 69 个“十三五”重点易地
扶贫搬迁预防监督项目挂牌督办，重点查
办和预防 5 类突出环节和关键部位发生的

职务犯罪。
据了解，这 69 个重点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涉及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西、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新
疆 17 个省、市、自治区，项目预计资金
需求近 100亿元。

“针对辖区内最高检挂牌督办的异地
扶贫搬迁项目，元宝山区检察院开展专项
预防，主动在项目指挥部设立检察官工作
室，着重从招投标活动、工程建设、质量与
安全监管 3 个关键环节加强预防监督，采
取参与相关推进调度会议、设立举报信箱、
现场检查监督等方式，全程跟踪预防。”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宋志学告诉记者，该院建立部门联席
会议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交流，更好地为服
务保障工作奠定基础。

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违法违纪行
为，需要多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打
出组合拳。陕西省西安市纪委牵头市委巡
视办、市审计局、市扶贫办等部门，建立
问题线索移送机制；发挥区县、村镇以及
派驻 （出） 机构作用，采取区县党委轮回
巡察、纪检干部驻村 （社区） 监督等方
法，下移重心深挖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四
川省成都市纪委督促当地发改、财政、审
计、农委、水务等职能部门，对涉及本部
门的涉农惠民项目和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累计督查抽查贫困户
1900余户。

扶贫项目和资金到哪里，民生监督和
专项监察就跟踪到哪里。例如，江西省金
溪县检察院加强与金溪县 13 个乡（镇）政
府的沟通协商，走访有关职能部门，建立健
全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着力打造涵盖该
县各乡镇扶贫领域信息 4000 余条的数据
库，成为推进和保障扶贫的“数据智库”。

在重庆、河南、福建等地，检察机关还
开展“精准扶贫、廉洁为民”专题警示宣传
教育基层行，让预防职务犯罪进村到户。
一张张警示图片，一个个真实案例，一部部
廉政微电影，深入人心。目前，通过建立扶
贫领域基础数据联通机制，检察机关与扶
贫部门之间线索快速移送和案件查办协作
配合机制逐步健全。据了解，扶贫部门
12317 举报电话收到的涉及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的举报线索，可直接移送同级检察
机关。

敢打扶贫资金的歪主意？严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扶 贫 款“ 末 梢 ”要 盯 紧
魏永刚

瞄准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

严不严、扶贫对象识别和扶持准

不准、扶贫项目审批和实施实不

实等问题，严查扶贫领域违法违

纪行为，斩断伸向扶贫惠农资金

的“黑手”。从2016年1月份至

2020年 12月份，全国检察机关

和扶贫部门将联手集中整治和

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福建省霞浦县纪

委今年以来严肃查处

在扶贫项目资金管理

和使用方面存在的挥

霍浪费、截留私分、虚

报冒领等腐败问题。

图为霞浦县纪委干部

苏诗雄（中）、谢杨惠

向牙城镇凤门村民洪

财贝（左）了解扶贫资

金使用情况。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湖北通山统筹资金推进产业发展

—
—

确保贫困户稳步脱贫
通山县是湖北省扶

贫开发重点县，这里山
水资源丰富，全县山地
面 积 279.8 万 亩 ，水 面
20 万亩。如何把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该
县通过奖补政策和融资
平台的撬动，大力推进
产业发展。截至目前，
全县整合资金 11.95 亿
元，确保 13 个贫困村出
列 ，4090 户 、12624 人
脱贫，2122 户、6365 人
全部住上了新房子。

记者来到通山县大
路乡山口水库孔雀养殖
基地采访时，只见该基
地负责人王文教正在手
把手指导贫困户陈贤忠
孔雀养殖技术。

2013 年初，在外经
商的王文教带着创业资
金回到家乡大路乡，创
办了孔雀养殖基地。3
年的苦心经营，不仅使
孔雀数量从最初的几十
只增加到现在的 3000
只，还建起了生态农庄、
观光旅游等休闲农业产
业，先后带领 47 户贫困
户加入养殖队伍，今年
还将计划带动 200 多户
贫困户脱贫。

大路乡犀港村 9 组贫困户杨大意去年 6 月
份开始养殖孔雀，他说：“基地免费提供种苗和
饲料，损失全包，还无偿传授养殖技术，孔雀长
成后，基地再按每只 100元的价格回收，仅此一
项去年增收 2 万余元。”目前，全县共有 560 户
贫 困 户 发 展 特 色 种 植 养 殖 业 ，户 均 年 增 收
4000元。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全县 6800户贫困户
参与了产业发展。在乡村旅游上，全县 45 家注
册旅游企业带动 1.6 万名群众发展乡村旅游和
农家乐实现增收；在集体反哺上，整合项目资金
2.3 亿元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目前，全县
187个行政村中，村级集体经济超过 5万元的达
179个。

通山县通过做足山水文章，大力发展种植
养殖业，着重推进乡村旅游、光伏发电和“互联
网+”等产业发展，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创业。通山县新建水果基地 1500 亩、油茶基
地 4600 亩，楠竹林复垦 6 万亩，带动了 3200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600 元，并建成“一村一品”
产业扶贫村 143 个，带动 4671 户种植户、3486
户贫困户每户均增收 800 元。通山县还计划
新发展农家乐 300 家，全县达 1500 家；新建农
村电商服务站 300 个，电子商务创业人员 2 万
人；带动 1200 户贫困户发展光伏发电，每户增
收 3500元。

此外，通山县还鼓励和引导贫困户将土
地、水田经营权进行有序流转，让贫困户从农
民变成产业工人；将有技术无资金的贫困户组
织起来抱团经营；通过培训，提高职业技能，引
导贫困户通过开网店参与电商产业链实现增
收。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11101 户贫困户纳入
产业扶贫。

通山县委书记石玉华说，通山县举全县之
力，整合各方资源，将有限资金投入到产业扶贫
上，起到了既顾当前、又管长远，确保贫困户稳
步脱贫。

在大畈镇板桥村 6 组的板桥果园里，绿油
油的枇杷树上结满了金黄的枇杷。该村委会副
主任章勋安介绍，整个枇杷园面积 150 亩，目前
村民正在采摘上市，今年产值可以达到 160 万
元。村民章拔鹿说，种植枇杷的农户今年户均
可增收 4万元。

板桥村以省纪委驻点帮扶为契机，将村里
150 亩枇杷基地倾力打造成产业扶贫示范基
地，在枇杷果园内，建起 20 余亩的枇杷酒庄。
基地由通山协力绿色果业科技有限公司主导投
资运营，村里以项目资金和土地入股，实行村企
共建的联营模式，建成集果酒酿造、旅游观光、
休闲采摘于一体的扶贫产业综合体。协力绿色
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阮峰表示，酒庄建成后，
可消化全县生产的枇杷，通过开发枇杷果酒，可
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带动贫困户脱贫。

文/王能朗 阮班新 夏 强

为期 5 年的专项活动通过依法严

肃查处发生在贫困群众身边的职务犯

罪案件，助力扶贫政策精准实施

针对扶贫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各地纪检监察

机关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坚决把脱贫攻坚纪律立起

来、严起来

近年来，检察机关与扶贫部门建

立基础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强化对扶

贫资金的全程动态监督。

“318诊室”带教帮扶

本版编辑 向 萌

邮 箱 jjrbms@163.com

日前，同心共铸中国心组委会针对藏区居

民需求，在西藏林芝工布江达县江达乡设立共

筑中国心健康学院林芝分院“318 诊室”。该

精准扶贫公益诊室通过带教帮扶提高当地医

生的诊疗水平，并逐步提高高原病的治疗水

平，更好地服务当地群众。图为“318 诊室”正

式揭牌。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一 般 而

言，扶贫领域

职务犯罪案件

涉案金额并不

是很大，但都

是关乎贫困群

众切身利益的

资金，如危房

改造补助金、

扶 贫 救 助 资

金、低保金等，

被贪污、侵占、

挪用后造成的

影 响 十 分 恶

劣。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