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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个贫瘠的黄河滩区吗？如今已变成
“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草原！

自去年濮阳与北京汇源集团成功牵手后，百
万只肉羊养殖项目在濮阳县黄河滩区逐步拉开
产业链，成为濮阳市产业扶贫的一大亮点。据介
绍，这个项目的养殖小区年出栏肉羊可达 20 万
只，销售收入约 2.5 亿元，带动 3000 多户群众增
收致富。随着百万只肉羊屠宰加工项目的上马，
产业的带动能力将进一步凸显。

“贫困问题一直是濮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制约因素，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是濮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和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迫
切愿望。”濮阳市市长赵瑞东说。

濮阳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来抓，综合施策、统筹
兼顾，突出实施黄河滩区扶贫开发五年攻坚行
动，预计“十二五”期间累计脱贫 28.1 万人。今
年，该市更把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作为必须完成
的硬任务，以黄河滩区为重点，坚持“转、扶、搬、
保、救”五措并举，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包括 538 个贫困村在内的
911 个村任第一书记，实现了帮扶全覆盖；全面推
进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引进汇源
集团、福建好彩头集团等知名企业拓展产业扶
贫；技能培训 10782 人、转移就业 5.6 万人；新修
建道路 105 公里，疏挖骨干沟渠 40.4 公里，打配
机井 293 眼，建桥 34 座，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新
的显著进展。

“村民们做梦都想搬迁啊，谁不想早点离开
滩区那个穷窝！”岁末，范县陈庄镇和张庄乡的黄
河滩区易地搬迁建设工地每日机声隆隆，望着初
显雏形的搬迁社区，张庄乡前房村党支部书记房
爱银高兴地说。

打房爱银记事起，黄河发大水冲毁宅基和房子
的灾难，已经发生过三次。为彻底解决黄河滩区贫
困问题，今年我省启动了滩区居民迁建工作，范县
陈庄镇、张庄乡被纳入第一批迁建试点，共涉及 8
个行政村、2051户、6944人。

滩区迁建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按照“搬
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的工作思路，濮阳
市构建了政策、产业、资金、技术多管齐下全方位
的立体式扶贫格局。其中，产业扶贫成为核心载
体和最有力的抓手。各县（区）通过土地流转和
招商引资，大力发展高效种植业、养殖业、特色加
工业，并依托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建成一大批特
色加工园区，拓宽了滩区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政府一年提供 4000 元藕种补助，极大提高
了农户种植莲藕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如今，每亩
莲藕年收入 5000 多元，是传统种植业的 5 倍，不
少农户都盖起了楼房。”据陈庄镇莲藕种植带头
人张磊介绍，该镇不久前被授予国家级“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目前正在拉长莲藕经济产业链，引
进莲藕、泥鳅深加工企业，滩区搬迁居民既可在
合作社挖藕采莲，还能进厂打工，就近实现稳定
就业，“真是挪出穷窝天地宽啊！”

另一个迁建试点张庄乡则依托传统木材加
工产业，引进了浙豫木业城产业园项目，建成后
可容纳 700 多家木材深加工企业入园，解决滩区
上万人的就业问题。

一项项扶贫产业，宛如一个个引擎，撬动着
滩区群众的传统观念，带领他们走上脱贫致富的
康庄大道。

濮阳，正在迎来新一轮的赶超发展！

濮阳：赶超发展再上起跑线
本报记者 王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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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总投资 7.5 亿元的富士
康正一特殊材料产业园在濮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火热开工。

12 月 16 日晚 10 时许，记者穿过
项目工地大门，映入眼帘的是挑灯夜
战的繁忙景象：工人们有的拿着铁锤
做地基钎探，有的浇筑垫层，有的拿着
专业工具做基坑验槽……每个人都全
神贯注地忙碌着，全然不顾刺骨寒风。

作为举全市之力引进的重点项
目，富士康正一特殊材料产业园建
设可谓争分夺秒，一期主体工程计
划在 75 天内完工。“同等建筑面积的
定额工期都在 100 天以上，这样的工
期已属超常规。”项目经理王俊强告
诉记者。

然而，项目正式开工后发现，如果
按照 75 天的工期推进，中间正好赶上
春节假期，势必会对工程进度造成影
响。在科学谋划的基础上，濮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主动加压，喊出 55 天完工
的目标。

于是，铲车开进了工地，把厚厚的积
雪一“铲”而光；数十名工人连夜入场放
线、钎探，吹响了大干快干的号角……开
工头两天，由于工地上没来得及装灯，

汽车大灯就被打开当做移动探照灯使
用。市里派驻工地的党员干部始终坚
守在一线，现场解决各种问题。“晚上
气温接近零下十摄氏度，干活的工人
都要倒倒班，他们却是连轴转，这样的
干部不好找！”王俊强钦佩地说。

在招商引资区域竞争日趋白热化
的今天，世界 500 强企业富士康的新
建项目能够落户，濮阳究竟有何魅力？

富士康科技集团副总裁戴正吴曾
表示，正一项目从对接洽谈到安家落
户，时间很短，效率很高，取得的成果
十分可观，富士康既为濮阳市领导的
重视和干部们的贴心服务所打动，也
为濮阳作为全国重要石油化工产业基
地、许多企业与富士康产业链条互相
衔接的独特优势所吸引，“来濮阳投资
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此言不虚。处于“保持态势、创新
优势、转型升级、赶超发展”关键时期
的濮阳，始终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相结合，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
现代服务业，通过实施产业招商、集群
招商、精准招商，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
水平。

“抓发展必须抓项目！”濮阳市委、
市政府清醒认识到，重点项目是扩内
需、稳增长、促转调、惠民生的重要支
撑，濮阳要在当前激烈的区域竞争中
实现赶超进位，重点项目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为此，濮阳筛选出对经济社会具
有重大引领作用的 165 个省市重点项
目和 28 个重大事项，由 38 位市领导、
110 位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 17 位
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实行常年分包
推进。市督查局每周核查项目进展情
况，对每个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
度进行现场核实，并在全市予以通报，
对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责任单位和个
人实行“一次约谈、二次发出书面限时
整改通知、三次实行问责”的责任追究
措施，敦促县（区）争先恐后加快项目
建设。

今日之濮阳大地，发展活力四处
迸射，项目建设堪称风景。随着上海
金山石化产业园、华能 100 兆瓦风电
场、中原油田文 23 储气库、引黄入冀
补淀工程等一个个“重量级”、“大块
头”正在从蓝图走进现实，濮阳前行的
脚步更加坚实，道路更加清晰。

全面推进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让濮阳农民“坐地生金”。

这不，濮阳县庆祖镇常寨村正在
谋划一件大事：村里准备一下子拿出
来 400 亩地，打造一个生态观光园，美
丽新农村要更美丽。

“俺村的土地确权工作，得到了群
众的支持和拥护。目前，全村 570 亩
土地全部确权完毕。”常寨村村委会主
任张怀勤兴奋地说：“村里正准备着大
发展呢!”

张怀勤告诉记者，这几年，常寨村
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在城
里买了房子，但他们始终牵挂着农村
的土地，对土地流转出去感觉有些不
踏实。

今年 6 月，濮阳市出台了《开展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实施方案》，市、县、乡三级分别成立了
工作领导小组，迅速推进确权颁证工
作；9 月，张怀勤领到濮阳县第一张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常寨村则在
一周内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
发放。

“土地确权让俺们安了心！”常寨
村村民张志军常年在外地打工，拿到
证书时长长舒了口气，“现在好了，俺
家 的 4 亩 多 地 都 流 转 了 出 去 ，收 到
4300 元流转费，每到农忙再也不用来
回奔波了。”

确权颁证，加速了土地流转。常
寨村对 400 亩土地进行了平整和规
划，将与北京一家公司合作建一座生
态观光园，可以观光采摘、土地寄养、
农事体验……“明年一开春，留守妇女
等没有外出打工的村民，都可以到这
里干活，每月工资一两千元，再加上每
亩 1000 元的流转费，收入比原来种粮
食强得多。”张怀勤说。

今年，濮阳被确定为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亦成为加快推进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契机。

濮阳市委书记何雄认为，加快农
村产权制度改革，还权赋能，可以让农
民尽快从“一亩三分地”上解放出来，
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标准化生产、
产业化发展，解除农民进城落户就业

“后顾之忧”，增强转移就业积极性和

主动性，为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解
绳松绑”、“提档加速”。

在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中，濮阳市进一步明确了党委领导、
政 府 负 责 、农 民 主 体 、社 会 协 同 的

“四位一体”机制，要求“一把手”亲
自抓、负总责，做到重视到位、领导
到位、组织到位、政策到位、措施到
位，全力以赴推动各项改革任务的
落实。目前，该市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农村集体土地使用
权确权、农村产权交易服务平台建
设 等 重 要 改 革 事 项 取 得 了 积 极 进
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到今年年底，
该市计划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登记颁证 200 万亩。

几天前，满怀憧憬的常寨村村民
给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的都
是他们最想说的话：“土地确权了，老
百姓对自己的那一块地有了使用权和
转租权，对政府保护农民利益放了心，
对耕种好、经营好自己的责任田充满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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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今年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高崟人 摄

濮阳贝英数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产品应用于航空航
天、风力发电、轨道交通等行业，公司已跻身全国专用机床制
造行业前三名。 高崟人 摄

工人们正在搭建濮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科技创新园项目
的钢结构大棚。 高崟人 摄

富士康正一特殊材料产业园冒着严寒加紧施工。
尚丰军 刘涛 摄

濮阳黄河滩区引入汇源集团肉羊养殖项目，
带动滩区群众脱贫致富。 毕海滨 摄

濮阳县稻米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5000 亩实
施稻鸭共作，水稻和稻田鸭都成了绿色食品。

毕海滨 摄

黄河滩区变身大草原黄河滩区变身大草原。。 毕海滨毕海滨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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