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靓丽的移民新房错落有致，村
里纵横的道路干净整洁；在村健身
娱乐广场，老人和小孩一起聊天、健
身、嬉戏，不时传来阵阵笑声，走进
一个个移民新村，处处是一派其乐
融融的和谐景象。

移民新村的稳定是移民安居乐
业的头等大事。漯河市始终把移民
村的管理及稳定工作放在重中之重
的位置，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致
力于从源头上解决移民稳定问题。

按照省政府移民办的要求，漯
河市开展了社会治理创新工作。

社会管理创新从三个方面入
手：创新村务民主管理模式，建立民
主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事调解委

员会，搭建公开透明的议事平台，避
免村干部少数人决定村里公共事
务，实现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村
民自治的有机统一，使得村子消除
了许多不稳定因素；

创新经济发展模式，成立合作
社等经济组织，把扶持资金以项目
资产的形式注入经济组织，增加集
体收入；

创新公共服务模式，建立物业
公司、便民服务中心、红白理事会等
各类公共服务组织，为移民提供全
方位便捷服务。

通过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充分
发挥了移民自治的积极因素，让移
民村走向移民村事务决策、执行与

监督“三权归位”，社会组织广泛参
与的移民村新型管理机制。

漯河市还专门成立了移民信访
稳定工作小组，建立了移民信访维
稳处置机制、信访接待制度和应急
预防方案，把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作
为移民安置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同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

“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信访
稳定防控网络，强化信访稳定工作
责任制。在重要节日、重大活动期
间实行信访工作日报告、零报告制
度，及时传递信息，加强信息畅通，
确保了移民村社会大局稳定。

看到了移民新村如火如荼的发
展势头，附近的姑娘们也纷纷嫁进

移民新村的大门。“姑娘们为啥找我
们村的小伙子？因为俺们的小伙子
踏实能干，俺村经济好、设施好！俺
村和附近村已经结姻 11 对。”严湾
村村支书严士俊高兴地对记者分析
联姻背后的“秘密”。

目前，全市 6 个移民村已和周
围村民联姻 57 对，在折射出移民村
发展形势喜人的同时，也无声地告
诉人们，移民已真正融入了这片新
的土地，开始扎根生长。

从一脸茫然、泣别故园，到如今欢
声笑语、和谐幸福，移民群众在沙澧大
地实现了安居乐业的梦想。各项帮扶
措施不断发力，移民群众奋力前行，
未来，移民村的风景将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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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澧 河 畔 唱 响 强 村 富 民 歌
——漯河市南水北调移民工作纪实

多措并举 促进稳定和谐C

临颍县王岗镇严湾村通过招商建厂、发展种植业，
促进了移民村经济快速发展，有效提高了移民收入。

2012年，严湾村采取入股的方式和台商合资办了个
有机肥厂，年产一万多斤，村里劳力都在这儿上班。
2013年又建了一个1500吨的冷库。今年准备建24个香
菇大棚，目前已经建起了12个，到年底24个大棚开始租
赁给群众，大棚项目年产值能达到200多万元。

现在村里群众忙种植、搞冷库、在有机肥厂打工、外
出务工，加之王岗镇素有“中国辣椒第一镇”美誉，村里
也发展了辣椒种植，老年人摘辣椒、看孩子，村中几乎看
不到闲人，与附近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

2011年，漯河市全力以赴、克难
攻坚，圆满完成了移民迁安任务，
5000 多名移民分布于临颍县、郾城
区、召陵区的 6 个村，带着对丹江口
水库渔歌帆影的思念，移民群众在
陌生的天地里安了新家。

完成搬迁任务，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了第一步。搬迁难，实现移民
群众稳定发展更难。移民村新旧矛
盾叠加，较之平常乡村，有太多棘手
的难题需要破解。

“让移民亲人安心放心，坚决不
让一个移民掉队。”这是漯河市委、市
政府向移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

为兑现承诺，漯河市把移民后
期帮扶工作作为头等大事，列入市
政府重点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迅
速实现工作重心转移，指导移民发
展生产，促进移民村经济社会发展。

市政府成立了移民安置办公
室，负责对全市移民后续帮扶工作

的组织领导，工作经费纳入市财政
预算；各有关县区也把移民后续帮
扶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当地实际，制
订工作方案和工作台账，明确移民
后期扶持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职责，
细化分解落实到各单位各部门和具
体负责人，为各个移民村量身定制
了产业发展蓝图。

要实现移民新村经济腾飞，各
级政府的帮扶力量至关重要。漯河
市全力实行市直单位与移民村结对
共建，向全市 6 个移民村派驻市直
部门干部任第一书记，积极发挥“队
员当代表、单位做后盾、一把手负总
责”的结对共建单位作用，及时解决
移民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同时，整合
水利、公安、人社、民政、交通、城建、
国土、农业、林业、文化、卫生、广电、
电力、通信等部门力量和政府性资
金向移民村倾斜，帮助指导移民村
认真搞好新村管理，为移民提供项

目、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扶持。
这些扶持夯实了移民村的基础

条件。漯河市移民新村严格按照新
农村“五通、四改、三有”的标准建
设。“五通”即村村通水泥路、通电、
通安全水、通广播电视、通电话；“四
改”指以沼气建设为中心，带动改
院、改厕、改厨、改圈；“三有”即村村
有学校、有卫生室、有文化室。农田
建设则按照旱能浇、涝能排、田成
方、林成网的旱涝保收田标准，确保
了移民发展生产。

全市共投入 165.31 万元为 6 个
移民村新建生产桥 145 座、生产用
地新打配机井 147 眼，达到了每 30
亩地一眼井，远高于全市平均每 50
亩一眼井的水平。

种种举措，让漯河市凝聚起巨
大帮扶力量，破解了移民村面临的
许多困难，形成了早稳定快发展的
良好态势。

漯河市还将移民新村定为全市
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不断加大对
其扶持力度，整合各项资金 1107.6
万元，抓好移民村道路、供水、供电、
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和学校、
卫生室、超市等公益设施完善配套
工作，移民村的基础设施和公益设
施更加完善，成为全市新农村建设
的标杆。

罗山村新建的高标准小学，吸
引了周边四个村的学生到校上课；
周湾村的卫生室配套完善，卫生员
医疗水平高，吸引附近村民来此看
病就医；郾城区移民办为申明铺村
村文化广场购置灯光音响，商桥镇
组织移民和当地群众同歌共舞；余
营村的警务建设和治安防控建设位
居前列，被评为全市四个“安全村”
之一。市、县还经常在 6 个移民村
开展“三下乡”活动，寓教于乐，丰富
了移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俺一天能做七八十个，手快的
话一个月能挣一千七八百块钱，慢
的话就是一千三四百块钱，自己能
挣钱真好！”在郾城区商桥镇申明铺
村，高翠英大妈拿着刚做好的淡黄
色绒毛球开心地说。

该村通过招商引资 800 万元建
成了羽毛加工厂，解决 200 多人的
就业问题，并以企业发展、项目支撑
带动村民致富。

临颍县王岗镇素有“中国辣椒
第一镇”美誉，在王岗镇周湾移民新
村，喜获丰收的小辣椒在秋日暖阳
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火红，村里的老
年人正三五成群围在一起一边说
笑，一边忙着摘辣椒。

搬迁到临颍县之后，周湾村移
民群众也开始搞辣椒种植，火红的
辣椒“种”出了红火的日子。村民周
光武告诉记者，今年辣椒一亩地的
产量估计在 650 斤以上，人均收入
基本上就在六七千块钱左右，经济
收入比以前翻了几番。

发展是解决移民问题的关键，
许多移民村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经济
发展滞后，村民收入徘徊不前。在
完成搬迁任务后，漯河市迅速行动，
实施强村富民战略，谋求移民村的
长治久安。像申明铺村、周湾村一
样，在种种帮扶措施的作用下，各移

民新村催生出发展活力，经过几年
的发展，漯河市的移民新村基本上
都形成了主导产业，经济实现了快
速发展。

较之一般乡村，移民村有一个
很大优势——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的
帮扶资金。截至目前，漯河市向 6
个移民村共投入生产发展资金和后
期扶持资金2174万元。

“同样一笔帮扶资金，使用方法
不同，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漯河市
移民办主任安红义说。

按照省政府移民办确定的“扶
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体化、集
体收益全民化”的帮扶原则，漯河市
要求各村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发
展项目，由移民部门把关审核通过
后，将扶持资金集中注入项目，发挥
资金最大效益，避免撒胡椒面式的
无效低效帮扶。同时，也提高了各
村项目选择的科学性，避免了盲目
发展走弯路。

“扶持资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
体化、集体收益全民化”的帮扶原
则，让移民村出现了许多效益显著
的好项目。

临颍县罗山村投入资金 260 万
元建设 1500 万吨的冷库一座，年收
益50万元。而在召陵区万金镇余营
村，投入资金 147 万元，建设了年存

栏旱鹅 2000 多只的养殖小区，占地
36亩的15座蔬菜大棚等多个项目。

通过帮扶，目前，漯河市的 6 个
移民村目前产业发展势头均十分强
劲。周湾村的蛋鸡、肉鸡、鱼塘、莲
藕、泥鳅、冷库等多个产业百花齐
放；闫楼村的蛋鸡、生猪饲养红红火
火；严湾村的冷库、生态有机肥、香
菇大棚的发展也毫不示弱；罗山村
的葡萄园让人艳羡；申明铺村的羽
毛加工厂、机井配套工程项目、日光
温室蔬菜大棚亮点纷呈；余营村的
旱鹅、生猪、蔬菜大棚、苗圃园各有
千秋。

同时，因为项目多为帮扶资金
投入所建，在各个项目发展形势喜
人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集体经
济，实现了村民共同富裕的目标。

临颍县王岗镇严湾村群众去年
年底多了一件喜事，村里分红了，每
个村民都拿到了1100元钱。

严湾村 2012 年采取入股的方
式和台商合资办了个有机肥厂，年
产一万多斤，村里许多劳力都在这
儿上班。2013 年又建了一个 1500
吨的冷库，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快速
发展，村里集体家底也大大增强。
村民平时在有机肥厂打工挣钱，春
节还能获得分红，有效提高了移民
收入。严湾村今年还准备再建设24

座香菇大棚，让村民承包经营。
严湾村村支部书记严士俊还告

诉记者，村集体经济加强后，村里许
多公共事务有了资金保障，村党支
部的凝聚力、号召力也得到了有效
提升。

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对于 6 个移民新村，漯河市坚
持开展深度扶持，坚持“输血”与“造
血”并重，秉承“移民需要、促进创
业、群众满意”的培训宗旨，农业、畜
牧、林业、农广校、职教中心等专门
制订移民培训方案，定期上门开展
种养殖技术培训。组织移民村组干
部、群众代表到小辣椒种植示范基
地，产业集聚区食品、制衣等工业企
业，本地新农村示范村以及山东寿
光种植养殖基地参观学习，增强移
民农业生产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

几年来，全市共组织农业技术、
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100 多期，培
训移民 3800 多人次，组织企业招聘
近 40 场次，转移就业移民 1600 多
人，实现了省定每户平均转移 1 个
劳动力的目标。

记者从漯河市移民部门获得一
个可喜数据，随着移民村经济发展
不断提速，该市移民人均年收入已
由搬迁前的3081元增至6394元，翻
了一番。

半个世纪缜密
论证，十余年艰辛奋
战，如今，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通水已指
日可待。

当我们凝望浩
浩长渠，为中华民族
的又一项千秋伟业
而欢呼时，当年那些
舍小家为国家的移
民乡亲不应被忘记，
是他们为国家梦想
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通水在即，记者
踏上沙澧大地，寻访
那些在此重建家园
的移民群众。为了
一渠清水送京津，来
自淅川县的 1306 户
5000 多名移民告别
故土，在沙澧大地开
启了新生活。

5000 多名移民
乡亲共分 6 个村，安
置在临颍县、郾城
区、召陵区。短短三
年后，在移民部门和
社会各界的关心帮
扶下，各移民村稳定
和谐，产业发展迅
速，人均年收入翻了
一番，初步实现了

“移得来、稳得住、能
发展、快致富”的目
标。

穿行于一个个
整洁漂亮的移民新
村，目之所及，经济
发展，物阜民丰，稳
定祥和，生机勃发。
短短数年，经历了搬
迁的剧烈动荡后，移
民群众已迅速走上
了一条发展致富的
康庄大道。

强村富民 经济快速发展B

高度重视 形成帮扶合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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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陵区万金镇余营村搬迁过来以后，在市、区移民
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余营村两委班子带领村上500
多名群众，从种养殖着手，先后建立了50亩的种植基地
种植薄脆甜西瓜，效益相当可观，预计明年再发展150
亩。

此外，村里还成立了养殖业协会，建了高标准的养
殖厂，养殖厂分南区和北区，南区重点以养生猪为主，北
区是家禽饲养，效益也相当可观。

村民余新建经营蔬菜大棚，一年可种植三季，多采
用翻转轮种方式，品种多样，有黄瓜、辣椒、香菜、菠菜
等，今年春季种植的薄脆甜西瓜喜获丰收，除去前期投
资的13万元，仅春天一个季节就净赚了6万多元。

余营村

郾城区商桥镇申明铺村招商引资800 万元建成了
王胜继羽毛加工厂，解决了200多人的就业问题，并以
企业发展、项目支撑带动村民致富。

在淅川老家时，一些群众常年在外打工，和家人聚
少离多，如今他们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收入1000多元，
生活很有规律，挣钱顾家两不误，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
也有效化解。

申明铺村

严湾村

移民村新貌移民村新貌

余营村绿色种养基地的蔬菜大棚余营村绿色种养基地的蔬菜大棚

申明铺村羽毛加工厂申明铺村羽毛加工厂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宋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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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湾村有机肥厂严湾村有机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