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挟办 E⒛ 16)233号

关于抓紧做好 ⒛16年度全省扶贫开发成效

考核基础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及顺德区扶贫办、扶贫局、协作办、对口办、

经协办 :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关于新时期精准挟贫精准脱

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 匚⒛16〕 13号 ,下简称 《实

施意见》)精神,现就抓紧做好 ⒛16年度挟贫开发考核基础

性工作事项通知如下 :

一、明确考核范围

(一 )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14个地级以上市党委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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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帮扶任务的珠三角 6个地级以上市党委和政府以及 自身帮

挟的江门市党委和政府,有帮扶任务的 247个省直和中直驻

粤帮扶单位。

(二 )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97个县 (市 、区,含非建制

县、区)党 委和政府、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1112个 乡镇党委

和政府、有自身帮扶任务的单位。

(三 )全省 2277个相对贫困村。包括珠三角对田帮扶

1719个相对贫困村、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定点帮扶 247个相

对贫困村、自身帮扶 311个相对贫困村。

二、计划考核时间

本年度全省考核工作计划在⒛17年 2月 10日 前后完成。

三、考核内容方向

(一 )减 贫成效。省挟贫开发领导小组已于今年 8月 下

达粤东西北 14个地市农村 50万贫困人口脱贫计划。各地要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对列入本年度脱贫户按贫困户脱贫退出

指标要求,逐级开展减贫任务核实,包 括建档立卡相对贫困

人 田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等情况。

(二 )精准识别。本年度将重点考核建档立卡相对贫困

人 田识别和退出准确性、程序规范化、群众认可度等情况。

各地要按省扶贫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要求,认真做好贫困

户基础数据更新、补充信息采集和录入工作。

(三 )精准帮扶。主要考核各地制定相对贫困人 口“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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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愁
”“三保障

”“一相当”
等相关政策的落实情况,以 及对驻镇

驻村工作队和帮挟责任人帮扶工作的满意度测评。

(四 )扶贫资金。依据 《广东省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

使用监管办法》,重 点考核各地扶贫资金计划、安排、使用、

监管和成效等情况。

(五 )工作责任。按照 《实施意见》要求,考核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责任落实、政策措施制定落

实等情况。

具体考核内容详见附件 1-7,附件所列的考核指标将为

全省考核规定动作,是本年度考核必考项目,省考核或抽查

以附件的考核指标为依据。各地可结合当地实际,增 加或细

化有关考核指标,突 出本地考核特色及实效性。

四、工作步骤程序

考核指标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 ⒛17年 1月 10日 。考核

工作按如下步骤程序组织实施 :

(一 )被帮扶镇、相对贫因村组织考核调查和数据填报

工作 (⒛ 17年 1月 10日 前完成 )

根据 《实施意见》要求,被帮扶镇委和政府、相对贫困

村委会、驻村工作组密切配合,及早开展贫困户入户核查、

信息采集和录入等工作,及时登录省扶贫信息系统填报考核

指标数据信息。尤其对列入 2016年度的脱贫户,要全部逐

户核查 ,并 出具贫困户脱贫退出证明,交 由帮扶单位驻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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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归入贫困户档案。要以镇为单位,将本年度的脱贫户从

信息系统中导出形成花名册,以各抽查。

(二 )被帮扶县组织本级考核和全面核查工作 (⒛ 17

年 1月 18日 前完成 )

根据 《实施意见》要求,被帮挟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织有关成员单位,对县党委、政府完成考核指标情况开展核

查 自评。依据 《⒛16年度广东省相对贫困村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指标》,对县本级自身帮挟的相对贫困村全部进行考

核。依据 《20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镇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

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对有脱贫攻坚任务的所属镇进行考核。

以镇为单位,对列入 ⒛16年度的脱贫户,依据 《⒛16年度

广东省农村贫困户脱贫验收核查表》内容进行抽查核实。其

中,对全镇 2016年度脱贫户少于 100户 的全部核查 (含分

散贫困户,下 同 );在 100户 至 500户 之间的,抽查不少于

100户 ;在 500户 至 1000户 之间的,抽 查不少于 ⒛0户 ;在

1000户 以上的,抽查不少于 300户 。

(三 )各地市本级考核和 自评 (⒛ 17年 1月 25日 前完

成 )

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14个地市依据 《⒛16年度广东省被

帮扶市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对本市

党委、政府完成考核指标情况开展核查 自评。依据 《⒛16

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县级党委和政府挟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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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所属县开展考核。依据 《⒛16年度广东省相对贫

困村挟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对省直、中直驻粤帮挟

和市本级自身帮扶的相对贫困村全部进行核查。依据 《⒛16

年度广东省被帮扶镇级党委和政府挟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

指标》对镇进行抽查,每县至少抽查 4个镇,每镇至少抽查

2个非贫困村,每村至少抽查列入 ⒛16年度的脱贫户 10户

(分散贫困户 ),依据 《⒛16年度广东省农村贫困户脱贫验

收核查表》内容进行核查。

有帮扶任务的珠三角 6市分别会同被帮扶市,依据《2016

年度广东省相对贫困村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对珠

三角对口帮扶 1719个相对贫困村进行考核自评。

各有关地市对照省下达的年度减贫任务,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的考核办法,组织本级相关部门就本地区工作落实情况

开展自查自评,形成报告上报省挟贫办。报告应当反映基本

情况、指标分析、存在问题,作 出综合评价,提 出处理建议

等内容。同时,要积极配合省核查组做好县、镇、村、户的

抽查核实工作,确 保本年度挟贫考核工作顺利完成。

(四 )省组织核查 (⒛ 17年 2月 ⒛ 日前后完成 )

省将由省扶贫办牵头,会同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组成核查组,依据 《⒛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市级党委和政

府挟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2016年度广东省珠三角各

帮挟市党委和政府脱贫工作成效考核指标》《⒛16年度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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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相对贫困村挟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分别对有脱贫

攻坚任务地市、珠三角帮扶市、省直和中直驻粤帮扶单位进

行考核。

省对有脱贫攻坚任务地市 ,原 则上每市至少抽查 2个县、

每县至少抽查 2个镇、每镇至少抽查 2个村 (该镇有省直和

中直驻粤帮挟村全部抽查,有珠三角帮挟村、自身帮挟村至

少各抽查 1村 )。 对列入 2016年度的脱贫户,依据 《⒛ 16

年度广东省农村贫困户脱贫验收核查表》核查内容,在被抽

查镇抽查村范围内,每村抽查至少 5户 。核查方式包括听取

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和满意度调查等。

省考核抽查未覆盖的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定点帮扶村

将委托当地市进行考核。原则上,对省抽查的贫困村,考核

成绩为省抽查村考核分。

(五 )组织农户民意测评

省、市、县三级在核查工作期间,要按贫困户名册等间

隔抽取、非贫困户随机抽取方式,每级至少抽查 2个村,每

村至少抽查 10个农户,分别按 5∶ 3∶ 2的 比例安排有劳动

能力贫困户、农户、无劳动能力低保五保户进行民意测评 ,

填写 《⒛16年度广东省挟贫开发工作群众满意度测评核查

表》(附件 7),并直接登录
“
广东新时期精准扶贫信息管理

平台
”——⒛16年度扶贫考核信息系统进行录入,系 统将自

动统计本级的民意测评汇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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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下

五、考核评分规则

省考核工作将实∷行分级分类、下考一级的方式,省考核

21个地市、
∷
省直和中直驻粤 247个帮扶单位计分方法如

(△ )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14个地市考核分数计算 :

1.被帮挟的 12个地市考核总分 =省考核分×60%+抽查

县平均分×10%+抽查镇平均分×10%+抽查村平均分×1Q%|本

市自评分×10%

2.自 身帮扶的汕头、惠州 2个地市考核总分 =省考核分

×6Q%+E(抽查县平均分艹抽查镇平均分+抽查村平均分 )/3)

×2Q%艹 自评分×20% 
∷

(二 )有帮挟任务的珠三角 6个地级市考核分数计算 :

考核总分 ·省考核分×60%十对口帮∷挟村平均分☆2⒍%+

抽查村平均分×10%+自 评分×10%    ∷

(三 )江门市考核分数计算 :

江门市依据省考核指标设定本市考核指标,在规定时间

内自行考核,省考核办抽查。江门市考核结果不与其他市比

较,单独公布。   ∷

考核总分 干省抽查考核分×6Q%+自 行考核分泓0%

∶(四 )省 直和中直驻粤帮扶单位考核分数计算 :

考核总分 =∷省∷考核办牡查或委托地市对其定点帮扶村

考核直接计分。



各地市可参照省考核计分方法,对所属县镇、自身帮挟

相对贫困村、本级帮扶分散贫困户的单位考核评分。

省考核分是指省考核组依据《20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市

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⒛16年度广东

省珠三角各帮扶市党委和政府脱贫工作成效考核指标》考核

各有关地市的分数。省将通过 2016年度扶贫考核信息系统

汇总各地市自评分和省考核组评分,由 系统自动评出各地

市、省直单位考核成绩。各地市要及时将本级考核 自评分录

入考核信息系统。

六、其它事项说明

省的考核办法正在呈批,待省领导批准后正式实施。各

地要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名义组织开展扶贫开发成效数

据采集录入等考核前的各项基础工作,强 化责任落实,对工

作不到位、考核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实行责任倒查,严

肃追责。考核中发现并核实属减分指标所列问题的,由 省扶

贫办汇总呈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后按相关规定执行。

附件 :1。 ⒛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市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

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2.2016年度广东省珠三角各帮扶市党委和政府

脱贫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3.2016年 度广东省相对贫困村扶贫开发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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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考核指标∷        ∷ ∷

4:?0i。 年度广不 省被 帮扶县级党委
∷
和政府∷挟:贫

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

5.201-年度广东省被帮挟镇级党委和政府挟贫

开发二作成效考核指标   ∷

6.⒛ 16年度广东省农村贫困户脱贪验收核查表∷

7.2016年度广东挟贫开发工作群众满意度测评

核查表    ∴

广东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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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l

⒛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市级党委和政府抉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各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脱贫威效 共I项

脱贫成效评价
完成或超过省下达年度脱贫任务 (含政策性保障兜底),按实际完成比例乘以该
项分值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精准识别 共2项

对象识别
非贫困户被纳入和符合条件未纳入帮扶范围5%以上的不得分。识别不精准经调查
核实的,每户扣1分 ,扣 完10分为止。 考核抽查

建档立卡 5

1确保辖区内按时准确完成建档立卡工作。 (2分 )

2及时审核、上报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 (2分 )

3精准扶贫档案整理规范,资料齐全。 (l分 )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阋挟贫信息管理系
统、帮扶记录簿、档
案资料

精准帮扶 共8项

社会保障政策落
实

3

l按照规定程序,符合条件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0%纳 入农村低
保或特因人员救助供养。
2落实相对贫困户ω岁以上符合领取待遇的老人100%享 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待逼。

以上指标,每项15分 ,不达标不得分.

民政和人社部门提供

贪困户子女教育 3

t相对贫困户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以上。
z落实对贫因户子女就读小学、初中、高中、中职 (含技校 )、 全日制高等院校
(大专)实行生活费补助。
辶相对贫困户子女考上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
×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对全日制高等院校 (本科)以上实行生活费
卟助的每人加01分 ,此项加分不超过1分。

教育部门提供

落实危房改造 3

全面摸清贫困人口中有危房改造需求的贫困户,并纳入年度危房改造计划。
纳入今年危房改造计划的年底前需动工建设。
∶有年庹任务的按缺项考核计分。以上指标,每项15分,不达标不得分。

隹建及有关部门提供

医疗保险和医疗
救助

民政、人社 (社保 )

部门提供

落实产业发展拟
贫

3

1制定对直接吸纳贪困户务工、参股、带动增收效果好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政
策。
2.引 导社会资金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挟贫开发,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 .

以上指标,每项15分,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现场核查

农村人居环境改
舌

3

1,制 定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稳 步推动相对贫困村交逼运输、安全饮水、电网改造、网络信 `憝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贫困村村庄规划、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改厕和村庄绿化美化力度。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转移就业扶贫 2

1实施公益性岗位安置,对有意愿的贫困人口优先安排就业。
2支持创业致富带头人在相对贫困村创办备类企业,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鼓
励各类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相关部门提供、查阅
资料

社会扶贫 2

积极开晨国家扶贫日和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落实目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

开展志愿者行动,引 导和鼓励教肓、科技、医疗等专业人才、企业家等参与抉贫
工作。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四 挟贫资金 3 共1项

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管理

3

1本市财政按比例要求足额安排财政专项资金。
2投入相对贫困村和贫因户的单位自筹资金 (含社会捐赠 )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不含人均2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入)30万元。达不到30万元的,每减少10万 元扣1

分。
3落实 《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及时拨付财政专
项资金到位;建立严格、规范、周密的监管制度,健全从资金筹集到监督检查等
环节全过程监管机制。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本级财政部门提供年
度下拨资金文件

五 工作责任 共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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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箐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扶贫工作责任制
落实情况

2

|鹬 嬲 嬲

卿 组伥∴ 冫备市蜘 重

3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出台挟贫开发政策或文件。
4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定点联系帮扶制度,每年至少两次带队走访贫困村、贫困户

5.分管领导每季度走访贫因村、贫困户至少1次。
6~市委、市政府每季度专门研究扶贫开发工作。
7.市扶贪开发领导小组向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挟贫开发工作情况。
8将挟贪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综合评价体系。
9落实乡镇工作组“

六有
”
制度。

lO结合实际,为 挟贫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
以上指标,每项02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

3

1~配强挟贫任务重的县镇领导班子。
⒉.长抓不懈落实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Ⅱ集中力量帮助脱贫任务重的村开展基层治理。

"选
优配强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整顿提升贫因村软弱溴散党组织。
【发挥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先锋摸范作用。
∷发挥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                    .
以农村 (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办公和活动场所建

殳。
名项每项04分 ,Hˉ9项每项03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干部管理 3

1落实派驻干部选拨、培训、管理、考核和提拔使用等制度。
2.按规定落实驻村干部必要工作经费、生活补贴。
3驻村工作队员全脱产,并按规定驻村。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扶贫宣传

1.在省级及以上媒体(含省挟贫信息网)刊 登3篇 以上的。
2~利 用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等方式进行扶贫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扶
贫、支持挟贫、参与挟贫的良好氛圜。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的,

考核成绩定为不合格。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露
、内部资料逼报,并玺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市党政班子干部因扶贫工作确定有违法行为并被查处的,直接判定为考核不合
格。

无此情况总分不变

总分

关于缺顼考核。参照以往做法,对没有某项帮挟顼目而考核办法又有指标顼规定的,采取缺项考核的办法解决。例如:考核指标中,总分值为100分 ,其中农村
危房改造 (含两不具各移民搬迂)项 占3分。某村没有危房容改造内容,该考核指标为缺项考核,该村戚绩计算公式如下:考核成绩=参与考核指标得分圮噼 参
与考核指标得分。如某村得了⒛分,按⒛姆%胡 0司2份,拟 4分为该村最终得分。

——  11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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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⒛16年度广东省珠三角各帮扶市党委和政府脱贫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各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脱贫成效 共1项

脱贫成效评价
完成或超过省下达年度脱贫任务 (含政策性保障兜底),按实际完戚比例乘以
该项分值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提
供

精准帮挟 共2项

落实产业发晨扶贫 6

I制定对直接吸纳贫困户务工、参股、带动增收效杲好的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
政策。
2引 导社会资金或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贪开发,拓宽贪困户增收渠道。
以上指标,每项3分 ,不达标不得分。

奎阅资料、现场核查

转移就业扶贫 6

1制定劳务用工机制,实施公益性岗位安置,对有意愿的贪困人0优先安排就业

2支持创业致富带头人在相对贪因村创办备类企业,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
3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各类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以上指标,每项2分 ,不达标不得分。

相关部门提供、查阅资
料

社会扶贫 4

积极开展国家扶贫日和广东挟贫济困日活动,落实国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
策,开展志愿者行动,引 导和鼓励教育、科技、医疗等专业人才、企业家等参与
扶贫工作。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扶贪资金 共 l项

财政专项挟贫资金
管理

1本市财政按比例耍求足额安排财政专项资金。 (5分 )

2每年每村安排不少于30万资金 (不含人均2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到对口帮扶相
对贫困村。 (5分 )

3落实 《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使用监管办法》,及时拨付财政
专项资金到位;建立严格、规范、周密的监管制度,健全从资金筹集到监督检
查等环节全过程监管机制。 (10分 )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本级财政部门提供年度
下拨资金文件

四 工作责任 共4项

扶贪工作责任制落
实情况

7

1强化领导,党 政主要负责同志任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纽组长。市党委、政府羞
点做好上下衔接、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工作。
2召 开了市级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3~以市委、市政府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纽出台扶贪开发政策或文件。
4建立党政主要领导联系帮挟制度,每年至少两次带队走访贫困村、贫因户。
5市委、市政府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纽每年专门研究挟贫开发工作。
6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扶贫开发工作情况。
7将扶贫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综合评价体系。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干部管理

1落实派驻干部选拔、培训、管理、考核和提拔使用等制度。
2按规定落实驻村干部必要工作经费、生活补贴。
3驻村工作队员全脱产,并按规定驻村。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挟贫宣传 4

1~在省级及以⊥媒体(含省扶贫信丿急网)刊 登3篇 以上的。
2利用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等方式进行挟贫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

扶贪、支持扶贪、参与扶贫的良好氛圜。
以上指标,每项2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
的,考核成绩定为不合格。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内部资料通报,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市党政班子干部因扶贫工作确定有违法行为并被查处的,直接判定为考核不
合格。

元此情况总得分不变

总分

-ˉ  12  --



附件3

20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县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注 卖际得分 扣分代码

脱贫成效 共1项

脱贫成效评价
完成或超过省下达年度脱贫任务 (含政策性保障兜底),按实际完成比例乘以该项
分值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精准识别 共2项

精准识别
检查督促辖区相对贫因村、户实情,确保精准识别核准扶贫对象。经抽查,非贫因
户被纳入和符合条件未纳入帮扶范圊5%以上的不得分。识别不精准经调查核实的,

每户扣l分,扣完10分为止。
考核牡查

建档立卡 5

l确猓辖区内各村按时完戚建档立卡工作。 (2分 )

2及时审核、上报扶贫狺`急管理系统相关信息。 (2分 )

3精准扶贪档案整理规范,资料齐全。 (l分
)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扶贫信
`急
管理系

统 、
romv抉

记 录 簿 、 档

案资料

精准帮挟 共8顼

社会保障政策落实 3

1按照规定程序,符合条件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0%纳入农村低保
或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2落实相对贫困户ω岁以上符合领取待遢的老人100%亭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
逼。
以上指标,每项15分 ,不达标不得分。

民政和人社部门提供

贫困户子女教育 3

1相对贫困户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以上。
2落实对贫因户子女就读小学、初中、高中、中职 (含技校 )、 全日制高等院校 (大

专)实行生活费补助。
3.相对贫因户子女考上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因贫困而辍学。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教肓部门提供佐证耘
料

33| 落实危房改造 3

1~全面摸清贫困人口中有危房改造需求的贪困户,并纳入年度危房改造计划。
z纳入今年危房改造计划的年底前需动工建设。
没有年度任务的按缺项考核计分。以上指标,每顼15分 ,不达标不得分。

住建部门提供

⒊4丨
医疗保

圪尹

医疗救
3

!~加大医疗救助帮扶力度,将贫困人口全部纳入重特大疾病救助范圜,对各项医保政
焘报销后的合规医疗费用按照不低于⒛%的比例给予补助。
∷落实资助贫困人口100%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兴上指标,每项1~5分 ,不达标不得分。

民政、人社 (社倮 )

部门提供

落实产业发展挟贫 2恪
箨 簪 骣 翳

豆曩篓缀『舅聱凳凿夤霉袤缝曩
撅氪

查阋资料、现场核查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3

1制定农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稳步推动相对贫困村交逼运输、安全饮水、电网改造、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贫困村衬庄规划、生活垃圾处理、污水治理、改厕和村庄绿化美化力庹。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转移就业扶贪 3

1实施公益性岗位安置,对有意愿的贫困人口优先安排就业。
2支持创业致富带头人在相对贫困村创办各类企业,带动当地贫因人田就业,鼓励各
类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
以⊥指标,每顼15分,不达标不得分。

相关部门提供、查阋
资料

社会扶贫 2

积极开展目家挟贫日和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落实国家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开

展志愿者行动,引 导和鼓励教肓、科技、医疗等专业人才、企业家等参与挟贫工作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

四 扶贪资金 3 共l项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管理

3

1~落实 《广东省新时期精准扶贫开发资金筹集和使月监管办法》,及时拨付财政专项
资金到位。
2~建立严格、规范、周密的监管制度,健全从资金筹集到监督检查等环节全过程监管
机制。
以上指标,每项I5分,不达标不得分。

本级财政部门提供年
度下拨资金文件

五 工作贵任 共5顼

——  13  ——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倡 评分细则 备注 实际得分 阳分代码

扶贫工作责任制落
实情况

2

|鎏髦鼋佟昼  飨猛豳笋猱赧
2召 开县级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3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出台扶贫开发专门政策或文件。
4建立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帮挟制度,每季度不少于两次带队走访贫因村、贫
因户。
5分管领导每月走访贫因村、贫困户至少1次 。
6县委、县政府每年定期专门研究挟贫开发工作。
7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书面报告扶贫开发工作情况。
8将挟贪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综合评价体系。
9落实乡镇工作组“

六有
”
制度。

10结合实际,为扶贫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绶费保障。
以上指标,每项02分 ,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材料

抓党建促脱贫攻坚 3

1配强扶贫任务重的县镇领导班子。
|2长抓不懈落实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3集中力量帮助脱贫任务重的村开展基层抬理。
4选优配强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5整顿提升贫困村软弱涣散党组织。
6发挥党员在脱贪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7发挥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8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
9以农村 (社 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办公和活动场所建设

1名顼每项04分,们项每项03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干部管理
1落实派驻干部选拔、培训、管理、考核和提拔使月等制度。
2按觏定落实驻村干部必要工作经费、生活补贴。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材料

扶贫宣传 3

1在市级及以上媒体(含市扶贫信 !崽 网)刊 登3篇 以上的。
2全县宣传氛围良好,有宣传栏、宣传标语、全县精准扶贫攻坚图。
3~推动扶贫宣传系列活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扶贫、支持
扶贫、参与挟贫的良好氛围。
以上指标,每顼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靓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露,在
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的,考核成绩
定为不告格。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露、内
部资料通报,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县党政班子干部因扶贫工作确定有违法行为并被查处的,直接判定为考核不合格。

无此情况总得分不变

总分

关于缺项考核。参照以往做法,对没有某项帮扶项目而考核办法又有指标顼规定的,采取缺项考核的办法解决。例如:考核指标中,总分值
为100分,其 中农村危房改造 (含两不具各移民搬迁)顼 占3分。某村没有危房容改造内容,该考核指标为缺顼考核,该村成绩计算公式如
下: 考核成绩=参与考核指标得分勹%+参与考核指标得分。如某村得了gO分,按80+30/oTg0司24分 ,彬 4分为该村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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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9O16年度广东省被帮扶镇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各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脱贫成效 共1项

脱贫威效评价
完成或超过省下达年度脱贪任夯 (含政策性保障兜底),按实际完成比例乘以
该顼分值得分.

查阋资料及有关部门蓣
供

精准识别 15 共2项

精准识别
非贫困户被纳入和符合条件未纳入帮扶范圊5%以 上的不得分。识别不精准鋈
调查核实的,每户扣1分 ,扣完10分为止。 考核牡查

建档立卡 5

1确保辖区内备村按时完威建档立卡工作。 (2分 )

2及时审核、上报扶贫信息管理系统相关信息。 (2分 )

3精准扶贫档案整理规范,资料齐全。 (1分 )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扶贫信
`急
管理系统

、帮抉记录簿、档案资
料

精准帮扶 共9项

政策宣传到户 2

1宣传上级扶贪开发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亍挟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2宣传⊥级精准挟贫精准脱贪决策部署、政策举措。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32丨 产业帮挟到户 | 3

1.制定区域内产业扶贫发展规划。
z扶持贫困户发展特色优势种养殖业或从事农产品加工、服务及其他产业。
3开展贪困户实用技术培训。
以上指标,每顼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就业服务到户 3

1~组 织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业技能培训。
⒉落实分散贫困家庭学生就业促进计划等政策。
;实施公益性岗位安置,优先安排贫困人田就业。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社会保障到户 3

1按照规定程序,符合条件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0%纳入农村
低保或特困人员散助供养。
2.落实分散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政策规定落实财政补贴。
3落实相对贫因户ω岁以上符合领取待遇的老人100%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待遇。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教肓资助到户 3

1.执行义务教肓
“
两免一补

”
等扶持政策。

2建档立卡的分散贫困户子女实施普通高中和中职 (含技工〉教育免除学杂费

3对分散贫困户子女就读小学、初中、普通高申、中职 (含技工 )、 大专阶段
实行生活费补助。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医疗保障到户

1将分散贫困人员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对参倮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
2~按要求落实大病保险政策,提高支付比例。
以上指标,每项1~5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危房改造到户 2

1全面摸清贫困人口中有危房改造需求的贪困户,并纳入年度危房改造计划。
2纳入今年危房改造计划的年底前需动二建设。

没有年度任务的按缺项考核计分。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金融挟持到户 2

1~完善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月信
`急
,开展信用村、信用户评定,鼓励针对分散贫

困户需求特点发展创业、助学等小额贷款业务。
2为 符合条件有意愿的贫因户提供

‘b万元以下、3阜以内、利率优惠、兔担保
免抵押、挟贫资金贴息

”
的信用贷款。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资产收益到户 2

1~根据贫困户意愿,引 导贫困户依法自愿作价入殿,分享经营收益。
2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其他经营主体,鼓励有意愿贫困户加入,带动贫困户增收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

四 工作责任 共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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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考核指标 分僖 评分细则 各注 实际得分 阳分代砰

挟贫工作责任制
落实情况

4

1强化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镇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
2召开镇级扶贪开发工作会议。
3建立党政班子成员定点联系帮扶制度,每季庹至少两次带队走访贫困村、贫
困户。
4分管领导每月走访贫困村、贪困户至少1次 。
5缜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向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纽书面报告挟贫开发工作情况。
6将抉贪开发工作考核纳入当地党委、政府综合评价体系。
7落实乡镇工作组“

六有
”
制度。

8结合实际,为扶贫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经费保障。
以上指标,每项05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抓党建促脱贫欢
坚

3

1~长抓不懈落实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2集中力量帮助脱贪任务重的村开展基层治理。
3.选优配强贫困村党组织书记。
4整顿提升贫因村软弱溴散党组织。
5发挥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6,发挥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
7加强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工作。
8以农村 (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办公和活动场所
建设。
⒈6项每项04分,7名项每项0~3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干部管理 3

1驻镇干部履职尽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驻镇工作队与镇党政领导班子密切配合,形戚合力推进抉贫工作。
3建立帮扶工作台帐或日志、大事记等。
以上指标,每顼1分,不达标不得分。

授供有关佐证资料、实
地检查、民主测评

帮扶觏划和年虞
帮扶计划

1
制定并落实分散贫因户三年扶贫工作规划和当年度扶持计划。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抉贪信息管理系统
、帮挟记录簿

建立稳定脱贫怅
效视制

1
制定相对贪困村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制度、方案及绩效
评价相关资料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
的,考核成绩定为不合格。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内部资料通报,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帮挟单位和驻村工作人员因挟贫工作确定有违法行为并被查处的,直接判定
为考核不誉貉。

无此情况总得分不变

总分

关于缺顼考核。参照以往做法,对没有某项帮挟项目而考核办法又有指标项规定的,采取缺项考核的办法解决。例如:考核指标中,总分值为100分,其中农
村危房改造 (含两不具备移民搬迁)项 占3分。某村没有危房容改造内容,该考核指标为缺项考核,该村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考核成绩=参与考核指标得分
圯%+参与考核指标得分。如某村得了gO分 ,按 gO门9供gO=”~4分 ,昀 4分为该村最终得分。

亠-  16  ——



附件5

⒛16年度广东省相对贫困村抉贫开发工作戚效考核指标

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脱贫成效 共1项

脱贫成效评价
完成或超过省下达年度脱贫任务 〈含政策性保障兜底),按实际完成比例乘以该
项分值得分。

查阋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精准识别 共2顼

精准识别
非贫因户被纳入和符合条件未纳入帮抉范围5%以上的不得分。识别不精准经调
查核实的,每户扣1分 ,扣完10分为止。 考核抽查

建档立卡 5

1按要求时限完成建档立卡工作,及时、如实填写帮扶记录簿,准确录入扶贫信
息管理系统。 (2分

)

2以户为单位抽查扈档立卡具体内容准确度,差错率超过10%(含10%)的视为
不达标。 (2分 )

3精准扶贫档案整理规范,资料齐全。 (1分
)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抽查结果作为该项指
标考核成绩。

精准帮扶 共8项

社会保障政策落
实

3

1按照规定程序,符合条件的全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户100%纳 入农村猸
保或特困人员救助供荞。
2落实相对贫困户ω岁以上符合领取待逼的老人100%享 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哟
待遢。

以上指标,每项15分,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贫困户子女教育 3

1~相 对贫困户义务教育毛入学率达到叨%以上。
2落实对贫困户子女就读小学、初中、高中、中职 (含技校 )、 全日制高等院校
(大专)实行生活费补助.

3~相对贫因户子女考上高中以上学校学生不因贫因而辍学。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教育部门提供有关佐
证材料

落实危房改造

1~全面摸清贫困人口中有危房改造需求的贫困户,并纳入年度危房改造计划.

2纳入今年危房改造计划的年底前需动工建设。

没有年度任务的按缺项考核计分。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住建部门提供有关佐
证材料

医疗救助保障 2
协助有关部门落实覆盖贫因人口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稳步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均等化。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扶贫信息管理系
统和有关佐证材料

产业发晨挟贫 2
⒛16年制定相对贫困村主导产业方案。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农村人居环境改
舌

3 |;寻

]鲁蚤s]景量景I雪量景:景量卩〖l:∶l晏斋I∶;∶晏帚:营 i∶;ξ;殳

查阅资料及有关部门
提供

捷能培训 1

组织在家从亭农业生产的相对贫困户劳动力每年参加农民适用技术培训1次 以
上,有意愿的劳动力每年参加转移就业或劳动培训1次以上。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培训计划、

签名册

满意度测评 2

1对驻村 (镇 )工作队挟贫工作满意度。
2对精准识别工作满意度。
3对帮扶群众增加收入满意度。
4对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满意度。
5`对村

“
两委”

班子扶贫工作满意度。

以上指标,每项04分 ,不达标不得分。

入户问卷调查

四 扶贪资金 3 共1项

帮扶资金投入
筹集用亍相对贫困村和贫因户的单位自筹资金 (含社会捐赠)及财政专项扶贪资
金 (不含人均2万元财政专项资金入)30万元.达不到30万的,每减少I0万扣1分

。超过30万的,每增加100万元相应增加05分。此项加分不超过3分。

提供相关资金到帐或
项目佐证材料

五 工作责任 共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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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 考核指标 分值 评分细则 备 注 实际得分 扣分代码

挟贫工作责任制
落实情况

1.帮 扶单位主要领导挂钩扶贫因户,每年不少亍2次到相对贫困村检查指导工作

?分管领导每个季度不少于1次到相对贫困村检查指导工作。
3~村

巛
两委

力
班子履行扶贫职责,每月召开会议研究扶贫工作。

4建立党员干部联系贫困户制度,贫困户结对帮扶责任人长期在村委会张榜公示

5建立扶贫对象、项目长期公开制度。

以上指标,每项1分 ,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基层组织建设 3

1~按照省的标准建成村 (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 (站 ),规范农村基层组织办公和
活动场所建设。
2完善党务、村务、财务管理制度。
3落实党务、村务、财务公开。
4落实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实地检查、民主测评

干部管理 3

1驻村干部履职尽责,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2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长与村

“
两委

”
班子密切配合,形成合力推进扶贫工

作。
3建立帮挟工作台帐或日志、大事记等。

以上指标,每项1分,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有关佐证资料、

实地检查、民主测评

帮挟规划和年度
帮扶计划

2
制定并落实相对贫困村、户三年挟贫工作规划和当年度扶持计划;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查阅挟贫信息管理系
统、帮挟记录簿

建立稳定脱贫长
效机制

1
制定相对贫因村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有关制度。
以上指标,不达标不得分。

提供制度、方案及绩
效评价相关资料

减分指标

1重大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重大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
露,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恶意弄虚作假的,

考核成绩定为不合格。
2.一般违规违纪:被审计、纪检等部门查出的一般违规违纪问题,或被媒介披露
、内部资料通报,并经过核实的问题;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的减10分。
3帮挟单位、驻村工作人员和村干部因扶贫工作被司法机关确认有违法行为的直
接认定为考核不合格。

无此情况总得分不变

总分 100

关于缺项考核。参照以往做法,对没有某项帮挟项目而考核办法又有指标项规定的,采取缺顼考核的办法解决。例如:考核指标中,总分值为100分 ,其中农
村危房改造 (含两不具各移民搬迁)顼 占3分。某村没有危房容改造内容,该考核指标为缺项考核,该村成绩计算公式如下: 考核成绩=参与考核指标得分
芳形←参与考核指标得分。如某村得了SO分 ,按⒛×3‰⒛司24分 ,B9~.4分 为该村最终得分。

—̄   18  —̄



附件0

zO16年度广东省农村贫困户脱贫验收核查表

皋 (区冫:   镇 (乡):   行政村|  ∷
村民小组:

户主姓名 户码 户主身份证号码 家庭人口数 致贫原因 农户属性 联系电话

考核指标

序号 退出指标 目标值
是否达标 (在核实对应栏内打V)

日
莅 否

I
有安全住
房

有安全隹房,人均l3平方米以上。

2 有安全饮
用水

有稳定供应的安全饮用水

有电用 家庭用电接入农村电网,并能正常使用。

有电视信
号覆盖

户有电视信号覆盖。

5 有网络狺
号覆盖

户有互联网接入信号覆盖。

6 有教育保
障 萆龄未成年人享受义务墩育有关政策,没有因贪辍学学生。

7Ι 有医疗倮
障

家庭成杲均纳入基本医疗倮险、重大疾病保险范圃

8

有稳定收
入来源或
最低生活
倮障

家庭有稳定收入的主导产业或外出务工人员,有劳动能力相
对贫因户+A均可支配收入稳定,达 ell或超过缸33元。符合
政策的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相对贫困人甲纳入低保。

ˉ

户主签名: 联系电话 :

驻镇或驻村干部签名: 联系电话 :

卩     调查员签名 :

调查时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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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⒛16年度广东省扶贫开发王作群众满意度测评核查表

县 (区∷):  镇 (乡 ):  行政村j  村民小组:

农户签名 : 联系电话 :

核查员签名 : 核查日期 :

序号 调查项目

核实情况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1
上

对驻村 (镇)工作队扶贫工作满意
度

2 对精准识别工作满意度

3 对帮扶群众增加收入满意度

4 对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满意度

5 对村
“
两委

”
班子扶贫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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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⒛ 16年 12月 30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