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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誓叫原阳换新颜
原 阳 县 历 史 悠 久 ，文

化厚重，古称博浪沙，因公

元前 218 年秦始皇东巡于

此而闻名遐迩。1950 年由

原武县（秦时置）、阳武县

（西汉置）二县合并取首字

而得名，距今已有 2000 多

年历史。自秦汉至元代，

先后涌现出陈平、张苍、周

勃、周亚夫等 14 位官居宰

相显位的历史名人，秦与

六国修鱼之战，曹操以少

胜多，大败袁绍的官渡之

战等均发生在这里。留传

下“毛遂自荐”“细柳屯兵”

等千古美谈，被誉为“宰相

之乡”“成语之乡”。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原

阳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

常态，积极落实经济发展

新理念，有效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保持了经济社会

平稳较快发展，让原阳发

展迈入新阶段。

2016 年 ，原 阳 县 地 区

生产总值达到 102.9 亿元，

较 2011 年年均增长 8.9%。

公 共 财 政 预 算 收 入 达 到

7.04 亿元，年均增长 22.2%；五年累计完成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612.4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达到 33.5 亿元，年均增长 13.4%；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到 38.8 亿元，年均增长 13.7%；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0001.8 元，年均增长 9.9%；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0672.9 元，年均增

长 11.8%；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和各项贷款余额分

别 达 到 122.1 亿 元 、74.7 亿 元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7.7%、33.3%。

五年来，原阳从底子薄、基础差、欠发达的基

本县情出发，从想发展、盼发展的民情民意出发，

坚持发展为先、实干为上，打基础、管长远，以“三

区”建设为引领，以产业集聚区为载体，以项目建

设为抓手，招商引资、多方融资，有力拉动了经济

增长，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这既是我们不断开

创新局面、取得新突破的宝贵经验，也是今后工

作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原阳县县长王保明说，我们的工作并非一帆

风顺，发展也始终面临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

难，别人也难，关键是要迎难而上，比别人更不怕

难。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原阳精神”和“三夏”精

神，紧紧依靠干部群众的合力共为，一心一意搞

建设，凝心聚力抓发展，就一定能够创造原阳更

加美好的明天！

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表示，原阳将围绕打造

“郑新融合发展中心区”“新乡沿黄经济带核心区”

和“中原最具魅力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的总体目

标，积极融入中原城市群和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坚

持统筹协调新老城区发展、统筹协调三次产业发

展、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统筹协调城乡

发展，厚植区位交通、生态农业、黄河文化“三大优

势”，以项目建设为总抓手，以建设郑新生态产业新

城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重点，大力发展以

打造生态观光农业经济带为重点的现代农业，大力

发展以食品制造、智能家居、装配式建筑为主的第

二产业，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健康养老、文化旅

游为主的现代服务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强力

推动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开放、万众大创新、改革

大推进、作风大转变，努力将原阳打造成新乡新的

增长极、郑州大都市区新的增长中心，为全面实现

小康、建设“四个原阳”谱写壮丽篇章。

宰
相
之
乡
，毛
遂
故
里

魅
力
原
阳
，展
露
新
姿

脱贫致富，开心的舞蹈跳起来

原阳建成转移就业基地38个，帮助和带
动贫困劳动力2000余人实现就业

以金祥家具产业园和中央厨房产业园为
龙头的食品、家居两个“百亿”产业集群初具规
模。图为中央厨房产业园员工分拣蔬菜

新乡市原阳占了 3 个“全省之

最”：黄河滩区跨度最长、黄河滩区面

积最大、黄河滩区人口最多，是滩区大

县、农业大县、省级贫困县、“三山一

滩”扶贫重点地区。全县共有贫困村

111个，贫困人口5.68万人。

2016年以来，原阳县委、县政府

向省委、新乡市委立下“军令状”，作

出郑重承诺，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

大事”“第一民生工程”，牢固树立

“一切为了脱贫、一切围绕脱贫、一

切服务脱贫、一切服从脱贫”的工作

理念和“围绕脱贫，培育产业，谋划

项目，发展经济”的工作思路，要坚

决啃下滩区这个脱贫攻坚战中的

“硬骨头”，为全面实现小康、建设

“四个原阳”谱写壮丽篇章。

9 月 21日上午，原阳县师寨乡安庄村贫
困户王东明和妻子来到原阳县精准扶贫“一
站式”服务中心，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报
销窗口，从走进大厅到顺利完成报销手续，前
后用时不到10分钟。而在过去，办理这样一
笔手续，王东明至少要跑三四趟、五六天才能
办好。

王东明竖起大拇指：“‘一站式’扶贫真是
好！俺年龄大了，又不识几个大字，办个报销
手续作难得很，现在可好，不用来回跑，到这儿
啥都办好了，让俺省大事了。”

“原阳县健康扶贫实施的是‘4+1’兜底
保障，除了保障全县人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
保险和困难群众大病医疗补充保险的报销外，

对贫困人口实行第四次报销政策，如还困难就
可申请民政救助，彻底解决贫困人口就医难。”

原阳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心负责人刘
国建说，“说实话，贫困人口还有个报销难，现
在的贫困户很多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文化
程度低，各种手续在县城跑来跑去，有时两三
天都办不完，有了‘一站式’服务中心就可一次
解决。”

原阳县精准扶贫“一站式”服务中心是原
阳县委、县政府在脱贫攻坚战中的新举措、新
思路，服务中心除了健康扶贫，与脱贫有关的
18个县直部门全部入驻，为贫困群众提供扶
贫政策咨询及医疗转诊、民政救助等服务，让
贫困群众在脱贫致富的过程中所有问题“一站
式”办结。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站式”服务中
心有关扶贫政策分区放置，醒目详尽，各个窗

口工作人员统一服装，热情大方，老花镜、饮水
机、休息椅、银行查询设备等设置合理实用。

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告诉记者，原阳县因
病因残致贫的人口占到全县贫困人口一半，这
就要求县委县政府在制定政策中以人为本，切
实解决贫困群众的难题，让这一弱势群体感受
到党的好政策，助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原阳
县精准扶贫“一站式”服务中心应运而生。

据了解，原阳县精准扶贫“一站式”服务中
心自8月开工建设，9月建成开始服务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目前前来咨询相关扶贫政策的
贫困群众近千人次，已办理贫困群众医疗报销
近20起，通过金融扶贫给企业发放贷款7000
多万元，预计带动贫困户1500多户。

48 岁的原阳县路寨乡贾三村农民彭俊
杰，常年在外跑运输，靠勤劳与汗水成了远近
有名的致富能手，过上了村里人羡慕的小康生
活。今年年初，彭俊杰却抛下熟悉的“运输事
业”，拿出多年攒下的50万元，回到村里办起
了服装厂。

彭俊杰说，贾三村有 26户贫困户，这个
刚开业的小企业，就已经吸收了 6个贫困户
就地就业：“贫困户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每月收入近 3000 元，很快就能实现‘脱贫
梦’！”

在原阳采访，记者发现，俊杰服装有限公
司这样“家门口的企业”越来越多，马文梅这样
的贫困户，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靠就

业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原阳县县长王保明说，该县近年来致力于

培育、发展、壮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把产业做
成“就业经济”，扩大就近就业渠道，让群众不
用东奔西走就能增加收入，让脱贫攻坚工作的
步伐更快更稳健。

为推动“就业经济”快速发展，该县积极
建设转移就业基地。落实企业贴息、基地奖
补等优惠政策，建成转移就业基地 38个，帮
助和带动贫困劳动力 2000 余人实现就业。
同时采取入股分红模式，扶持产业发展，建
成产业扶贫基地 98个，实现 111个贫困村全
覆盖。

开展“百企万户”产业扶贫活动，通过积极
动员、政策支持、示范引领等方式，让企业主动
担当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吸纳贫困人口就

业。河南宏达集团、中央厨房产业园、太平镇
原生种植合作社3家扶贫龙头企业，累计带动
3113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并带动40家企业投
身扶贫事业。

引导贫困户自主创业。为 5个到户增收
项目发放补贴2.5万元，投入1000万元建立融
资风险补偿资金池，累计为贫困群众担保贷款
200万元，并对贷款进行贴息，引导贫困户通
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就业经济”在脱贫攻坚中效力初显，
2016年，原阳全县全年投入资金近两亿元，实
施各类扶贫项目1249个，当年实现退出贫困
村 18 个，6123 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5年的5.5%降至4.2%。

据原阳县负责扶贫工作的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刘军伟介绍，原阳县集中领导、集中人
员、集中时间，狠抓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的落实，
有力推进扶贫工作开展，打出一套“组合拳”，
让扶贫政策实现全覆盖。

出台《原阳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意见》
和《原阳县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及管理办法》等
7个办法及《原阳县2016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
资金使用方案》12个方案，形成“1+19”扶贫
政策体系。通过逐村逐户逐人分析致贫原因，
为贫困户量身定做扶持政策和措施，达到“1+
2+N”标准。

制定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各帮
扶单位、驻村工作队、乡、村分别制定了《部门
帮扶规划》《驻村帮扶规划》《贫困村脱贫规

划》《贫困户脱贫规划》等规划。2016年全县
各级驻村工作队共争取协调各类资金 3296

万元，为所驻村修路、打井、安装路灯、街道绿
化等，贫困村面貌得到较大改善；特别是为贫
困户捐款捐物、协调就业岗位、维修房屋、争
取良种、化肥补贴等举措，受到了群众普遍赞
誉。

创建“6211”保障机制。即建立组织机
构、目标责任、档案信息、督查监察、考核评价、
社会帮扶6项体系；制定三年脱贫规划和年度
扶贫计划2个规划；所有乡镇、县直单位都要
建立1本扶贫台账；围绕五个《办法》、五个《方
案》和各项扶贫政策每季度组织 1次全员培
训。“6211”保障机制的建立完善，为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制定“一二三四”攻坚战术。即培养强化
了一支政策指导员和档案管理指导员“两大

员”工作队伍，111个贫困村共设两大员 254
名；开展“脱贫攻坚砥砺前行”扶贫政策解析宣
讲活动和“精准化档案管理”大评比两项活动
8次；建设“清洁家园”、“巧媳妇”工程、青年电
商和残疾人“创业扶贫”三大工程，惠及贫困人
口7080人；狠抓“精准识别、精准帮扶、项目建
设、脱贫成效”四个跟踪督导，有力推进扶贫工
作开展。

形成“扶贫政策+产业扶贫基地+贫困户”
产业脱贫模式。通过扶贫产业政策落实及产
业扶贫基地建设，贫困户以入股分红或进场、
进基地务工的方式，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共建
设产业扶贫基地136个，其中，转移就业基地
38个，产业扶贫基地98个，111个贫困村实现
全覆盖，带动2053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常言道“大河没水小河干”，县域经济不发
展，困难群众脱贫始终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今年以来，原阳县紧抓中原城市群建设、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郑新融合发展和新乡沿黄
经济带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围绕打造“郑新
融合发展中心区、新乡沿黄经济带核心区和中
原都市生态农业示范区”的总体规划，积极践
行经济发展新理念，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发展，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商业区建设日趋完
善，家具制造和食品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发展迅
速，新型装配式建筑产业初具规模，保持了经
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为困难群众脱贫打下了
坚实的“后盾”和“基础”。

实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活动。 全县工业生产和效益持续回升，装备制造、家

具制造、食品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带动作用持续
增强，上半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99
家，实现总产值114.1亿元，同比增长20.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20.58亿元，同比增
长21.8%。

“两区”建设提质增量。上半年，规模以
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完成91.96亿元，同比增
长 24%；工业增加值完成 18.43亿，同比增长
21.2%；税收收入完成 2.39亿元。截至目前，
共入驻企业183家，以金祥家具产业园和中央
厨房产业园为龙头的食品、家居两个“百亿”产
业集群初具规模。

促进投资稳定增长。从今年初开始，积
极探索开展多渠道融资工作，成立了县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以
县投资公司为母公司，下设“农业、城建、产
业、交通”4个投资子公司，形成“一母四子”
的投融资格局。2017 年共争取中央、省、市
投资项目 7个，总投资 2亿元，下达年度投资
1.01 亿元，争取政策性项目和资金工作保持
七县（市）前列。

今年上半年，原阳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幅21.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5.85亿元，增
长 13.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18.37亿
元，增长 12.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3.88
亿元，增长7.9%。2017年经济社会发展考核
评价目标全省综合排序预计达到 53 位，较
2016年晋升10个位次。

“一站式”扶贫，方便快捷更“暖心”

“就业式”扶贫，提高贫困群众“造血”能力

“组合式”扶贫，让政策覆盖“无死角”

“发展式”扶贫，让群众脱贫更有“底气”

统筹：李虎成 聂光营

执行：赵同增 卞瑞峰 马啸

曾经积贫积弱的黄河滩区，如今荷花飘香稻满滩

原阳城市新貌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程紧锣密鼓，滩区脱
贫指日可待

实施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活动，装备
制造、家具制造、食品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带动作用
持续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