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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社会

连续两年获得国家级表彰
来看看脱贫攻坚的
“息县答卷”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汪星晨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下午，信阳市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
新闻发布会息县专场在百花之声举
行，息县县委书记金平以《以脱贫攻
坚统揽县域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为
题，介绍了息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苦干实干拼命
干，高质量完成了脱贫攻坚各项任
务，县域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连
续两年荣获国务院大督查激励表彰。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建设，发展
势头更加强劲。坚持与主导产业相
结合，大力实施中国生态主食厨房发
展战略，加快食品、服装两大主导产
业向乡村延伸，建成“多彩田园”扶贫
基地 127 个，实现龙头在县、基地在
村、增收到户。坚持与农业供给侧改
革相结合，聚焦“一乡一业”
“ 一村一
品”，大力实施产业振兴“十百千万”
工程，全县共发展茅台弱筋小麦 60 万
亩、优质水稻 70 万亩、特色中药材 1.1
万亩，息县荣获“中国好粮油”河南省
示范县称号。坚持与促进就业相结
合，全县累计培训贫困家庭劳动力
13617 人次，发放贫困家庭劳动力市
外务工交通补贴 32365 人次，帮助和

引导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
以脱贫攻坚统揽基层组织建设，
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注重抓队伍、强
素质，在统筹做好农村党组织带头
人、后备干部培养、管理和使用的基
础上，选派 30 名优秀年轻干部到薄弱
村任党支部书记，推动年轻优秀党员
干部向基层一线下沉。注重抓阵地、
强功能，大力实施“严乡强村育新计
划”，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120 个，
改造提升 244 个，建成综合性文化服
务中心 336 个，村级组织凝聚力进一
步增强。
以脱贫攻坚统揽社会事业，幸福
指数更加温暖。教育事业飞速发展，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投入 40 多亿
元，新建大学 1 所、中小学校 22 所、幼
儿园 68 所，改扩建中小学 317 所，连
续 15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县
域路网四通八达，新建通村通组道路
3000 余公里，比京广高铁还要长，全
县 20 户以上具备条件自然村实现了
水 泥 硬 化 路“ 组 组 通 ”；培 护 路 肩
4000 多 公 里 ，开 通 村 村 通“ 一 元 公
交”，安全便捷、一路一景，荣获“河南
省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示范县”称
号。

从
“苦哈哈”到
“乐呵呵”
商城扶贫之后旧貌换新颜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汪星晨
本报讯 12 月 15 日下午，信阳市
不折不扣落实教育、医疗、兜底保障等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
各项惠民政策，贫困群众生活得到有
新闻发布会商城专场在百花之声举
力保障。
行。商城县委副书记、人民政府县长
生 活 环 境 从“ 脏 乱 差 ”到“ 美 如
周哲就商城县脱贫攻坚所采取的做法
画”。2015 年，全县所有贫困村均通
和成效进行了介绍。商城县脱贫攻坚
了硬化路，但是没有一个贫困村实现
工作稳步推进、成效明显，全县实现整 “组组通”，群众出行仍是泥泞满脚；贫
体脱贫摘帽，11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困户房屋安全未经过专业鉴定，部分
贫困序列，全县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
贫困户居住在危房中，存在安全隐患；
贫，脱贫攻坚战役取得决定性进展，区
有 6287 户 18861 名贫困群众饮水安
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通过脱贫攻
全没有保障，通自来水的贫困村只有
坚，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面貌发生
29 个；通有线电视的贫困村只有 11
巨大变化。
个；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没有得到有效
生 活 水 平 从“ 苦 哈 哈 ”到“ 乐 呵
处理，一些村庄人居环境脏乱差。到
呵”。2015 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2020 年，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硬化路
配收入 8661.01 元，其中建档立卡贫 “村村通”，110 个贫困村中有 108 个
困群众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2642 达到了
“组组通”，一元公交遍布乡村，
元。全县贫困户中得到产业扶持的只
群众出行便利。
有不到 20%，大部分贫困劳动力不是
脱贫攻坚以来，商城以脱贫攻坚
没有一技之长，就是缺乏务工渠道，务
为统揽，以基层党组织为保障，以农村
工难。针对这些情况，商城县因户因
合作经济组织为带动，以美丽乡村建
人施策，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着力培育
设为载体的“四位一体”机制，培育了
扶贫产业，实现产业项目对有劳动力
粮油、茶叶、油茶、光伏等 18 种“扶贫
的贫困户家庭全覆盖。
产业树”，安排 2.5 亿元专项资金发展
生 活 困 难 从“ 没 人 帮 ”到“ 不 用
村集体经济，积极选聘“名誉村长”助
慌”。2015 年，商城县贫困村标准化
村发展，开展消费扶贫助农增收。在
卫生室覆盖率只有 88.2%，全县贫困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伏山乡里罗城村举
人口合规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只有
办
“走百村，看脱贫——河南省脱贫攻
72%，并且群众不止跑一次，群众闻病
坚影像回眸”摄影展，山村画廊走向全
色变；因学致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家
省、全国，
引起了强烈反响。
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有困难。商城县

当茭白来到信阳平桥，
龙井五朵金花有了陪衬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涂文娟
本报讯“梦里水乡，花果龙井”，
随着这句标语深入人心，信阳市平桥
区龙井乡的发展定位呼之欲出，北雷
梨花村、胡沟杏花村、范山桃花村、洪
山海棠花村、地塘蓝莓花村“五朵金
花”开得绚烂多姿，繁花似锦，如今蓝
莓花村又多了一抹绿—茭白。
这抹绿色来之不易，
“花有了，果
也结了，但产业发展并未结束，一直
在考察探索发展新的产业，带动更多
的人就业，为村增收，为民致富。”信
阳市平桥区龙井乡地塘村支部书记
贾义洋丝毫没有停下他发展集体经
济，
造福地塘村一方村民的道路。
今年 7 月，酷暑难耐，贾义洋奔赴
安徽岳兰茭白种植公司，在安徽茭白
种植基地，贾义洋实地考察、学习技
术、引进人才·
·
·
·
·
·回来之后，宛如

当地种植的蓝莓，泛着黑色的光泽，
却马不停蹄，结合信阳市平桥区龙井
乡境内山林和水面资源丰富的自然
资源，以每亩流转费 600 元的价格从
村民手中流转土地 200 多亩，用于种
植茭白。
贾义洋告诉记者：
“ 此次种植的
茭白预计明年 5 月中旬上市，可安置
剩余劳动力 100 余人，且保证每人年
增收一万余元。另外通过公司＋农
户的运营模式，村民可合作种植，每
亩可增收 5000 余元。
”
地塘村除了发展蓝莓种植、茭白
种植，还在去年 10 月份，引进了浙江
义乌龙辉香包加工厂，成立龙辉加工
厂，用于生产香包，带动了留守妇女
近 50 人实现就业，现有工人 60 余人，
年人均增收 2 万余元。

信阳市浉河区：
茶树花开出致富路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李鑫 通讯员 杨德政 文图
本报讯“茶树开花吗？很多人
会很好奇，其实茶树是开花的，而且
具有独特的抗氧化功效且无农残，可
以加工成花茶和高端食品、保健品、
化妆品等。”12 月 9 日，位于信阳市浉
河区谭家河乡的信阳市大别山佳茗
茶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运贵捧着
一把新采摘的茶树花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茶树花是一种优质蛋白
营养源，含有茶多糖、茶多酚等物质，
具有解毒、抑菌、降糖、延缓衰老、防
癌抗癌和增强免疫力等作用，还可作
为化妆品、保健品的优质原料。
作为著名的绿茶之乡、全国十大
名茶之一“信阳毛尖茶”的主产区，浉
河区茶园面积已经发展到 60 万亩。
一直以来，浉河区致力于推动茶产业
的转型升级,在传统茶产业发展格局
的基础上,丰富茶产业结构,延伸茶
产业链,提升茶产业效益。
“我是一个从小在茶山长大的老
茶人，2004 年开始学习茶叶种植、生
产和加工技术。2019 年，通过市区组
织的一次调研活动，我接触到了茶树
花，经过深入了解之后我很是兴奋，
开发茶树花的念头就此萌发。”华运
贵告诉记者。
到北京茶树花研究中心学习，将
自家产品送到杭州茶叶中心进行检
测，到河南省卫健委申报茶生产企业
标准……2019 年冬，华运贵的茶树花
经营正式进入轨道。虽是初步尝试，

效果却很惊人。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仅通过茶树花采摘，就带
动当地 50 余人就业，人均增收 4000
余元，而茶树花的花期最长可达三个
月。
“我丈夫双目失明，原先家里只
能靠我上半年打些茶叶为生，现在有
了茶树花，一年四季都没闲着，能挣
个一两万元呢。”谭家河乡凌岗村贫
困户袁开练高兴地说。
“作为我们乡的茶产业企业代
表，该公司通过采摘、收购等方式带
动群众增收，形成了产业扶贫的‘茶
树花模式’。目前，已带动谭家河及
浉河港两个乡镇 10 个村 500 户农民，
户均增收 1000 元以上，产业扶贫效
果显著。
”谭家河乡宣传委员叶子说。
目前，
“茶树花模式”正在逐步向
整个浉河区推广，到 2021 年，计划实
现新增茶树花采摘收购点 20 个，
惠及
农户上千人。

工人正在对精选的茶树花进行装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