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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做好“大扶贫” 促进大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必将为促进群众全面
脱贫提供基础保障。

近年来，封丘县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围绕建设“诚信
封丘、生态封丘、长寿封丘、幸福封丘”目标，抓
住中原经济区建设、郑新融合发展及国家精准
扶贫的历史机遇，以“123344”发展战略为引
领，全力推进“八项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
全面转型；着力壮大优势产业，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
强和谐社会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实现民
富与县强的有机统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着力消除瓶颈制约，补短板、增后劲、促均
衡、上水平，增强全县发展内生活力和动力。

2016年，封丘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0451.61元，同比增8%，位居新乡全市第
1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36.82元，
同比增11%，新乡全市第1位。

培育壮大“三大主导”产业。健康食品产
业——充分发挥“中国长寿之乡”的品牌优势和
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依托生命果、富元食品、
倍儿鲜等食品加工企业，打造高端健康食品产

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集中精力抓好电子
信息龙头企业，规划培育智能终端设备产业基
地。力促东莞台德将蓝牙音箱、监控设备生产
线全部转移到封丘县，争取富立德、玉兰光学
膜、美林电子等项目全面投产达效。依托龙头
带动、市场带动、配套带动、技术带动，承接产业
链式转移，扩大产业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品牌。
环卫装备制造产业——引进一批关联度高、辐
射力大、带动力强的龙头型、基地型大项目，建
设全省有影响力的环卫设备产业基地。

促进农业生产生态化。倾力打造“美丽
封丘”“花海封丘”，突出抓好新长北线、大广
高速、天然渠等五条廊道70余公里的林带新
建和补植绿化提升工程；完成 53个重点村、
136.6公里的入村主干道及街道的绿化美化；
完成 200公里自行车绿道的主体建设；实施
蓝天碧水工程，积极申报国家级黄河生态公
园和国家级湿地公园，完成项目前期的总体
规划，积极推进黄河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的
示范区建设，启动“全国绿化模范县”的前期
申报工作。

推进城乡建设提质。以全省百城建设提

质工程为契机，突出“抓好培育主导产业、提
升综合承载能力、改善公共服务水平、建设生
态宜居环境、提升城乡治理能力”五个关键环
节，推进改造提质。坚持“北优南拓，西扩东
进”的城市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完善县域城
镇体系规划。强力推动天然渠滨河公园、大
功湖和城区水系治理等建设项目，建设生态
城区。协调推进老城区、新城区、产业集聚区
融合发展，着力抓好道路、绿化、亮化、管网等
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
建设，实现功能逐步完善，城市品位逐步提
升，成为县城规模扩张的重要载体。

民生优先共建共享。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顺应全县群众过上
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坚持“抓民生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围绕教育均衡化、“八路二桥”建设、大
功湖建设、县乡道路建设、安全饮水工程、转移
就业、医疗卫生等重点项目建设，切实解决好
就业、住房、上学、医疗、出行等人民群众最关
心的民生问题，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使发展成果惠及全县人民。千方百计扩大
就业。截至目前完成技能培训1739人，开展

创业培训121人。累计完成转移就业18.1万
人。城镇新增就业 3216 人，登记失业率
2.93%。已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477万元，扶
持154人成功创业，带动就业600人。继续实
施安全饮水工程。年初投入资金1亿多元，全
面解决了 11个贫困村约 1.78万人的饮水问
题，下半年安排资金解决72个村庄7.5万人农
村居民的饮水问题。近两年电网改造升级完
成投资5亿元，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572.7千
米，400 伏线路 2421.2 千米，新建改造台区
1569个，通电机井5056眼。持续改善全县人
民出行条件。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步伐，今
年全县计划投资2.1亿元，建设农村公路366
公里，是2015年前8年里程的总和。深入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5182万元，对李庄镇中心小学等53所贫困村
学校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和维修。利用“改薄”
资金已维修校舍2.1万平方米；利用“校舍维修
改造长效机制”资金为14所学校新建教学用
房2.12万平方米。提高公共医疗服务水平。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县
人民医院、乾坤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建
设项目，持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推进文化惠
民。深入推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开
展“两馆一站一院”免费开放及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协调机
制，实现公共文化设施与群众的“零距离”，不
断丰富该县群众的文化生活。

□尹祖涛 张建磊 闫利娜 李靓

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同志曾在《红旗》杂志

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高度

赞扬了应举合作社发扬“穷则思变，要干,要革

命”的精神，经过两年的大干苦干，终于战胜了

灾荒，实现了粮食自给和“三不叫”的目标。

时隔 50多年，应举合作社精神依然激励

和鼓舞着封丘干部群众。当年战灾荒、抗灾害

的劲头因脱贫攻坚又一次在封丘大地上擂响：

党员干部包村包户实施精准扶贫，立足资源优

势精心打造富民产业，干群同心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封丘县2002年被确定为国家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近年来，经过全县上下凝心聚力、

攻坚克难，扶贫工作实现了从解决温饱到巩固

温饱、从单点扶贫到整体推进、从被动脱贫到主

动致富、从政府“一己之力”到全社会“共同面

对”的“四个转变”，累计实现了10余万人脱贫，

贫困发生率也由当年的17%下降到7.01%。

封丘县委书记李晖表示，封丘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实事

求是，以人为本，把握机遇聚合力，找准路径谋

创新，瞄准“脱贫摘帽”的总体目标，坚决打赢

这场脱贫攻坚战。

经过全县上下深入调研，科学论证，封丘
用活用足政策，借足优势，围绕黄河滩区迁建、
特色农业、小城镇建设、生态旅游等发展重点，
形成“县有支柱产业、乡有龙头企业、村有主导
产品、户有增收项目”持续脱贫致富的产业联
动发展格局，形成了“1+11”精准脱贫封丘模
式。“1”即一个目标，就是要在2018年实现脱
贫摘帽；“11”即党建扶贫、开放扶贫、产业扶
贫、政策扶贫、搬迁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
生态扶贫、文化扶贫、民生扶贫、爱心扶贫等
11项扶贫举措，构筑了封丘脱贫攻坚基本框
架和着力重点，搭建了调动全县乃至县外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的宽广平台。

突出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党建引
领是封丘决胜脱贫攻坚的一条基本的、首要
做法。封丘县委出台《封丘县深化党建促扶贫
实施方案》，以党建引领扶贫、以扶贫促进党建，
实现共推共进。县委常委、政府班子全体成员
及人大、政协班子党员副职全部到乡镇任第一
书记，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的指挥体系。在全
县重点村和脱贫攻坚任务重的村下派175个驻
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驻村帮扶加强组织建设、
谋划产业、推进项目、落实政策、解决贫困群众
生产、生活困难，队员上一线、单位做后盾、一把
手负总责。在全面分析每户贫困户的致贫原
因，按照“1+2+N”帮扶要求，通过脱贫责任组
长、驻村第一书记、帮扶责任人与贫困户一起共
同商讨，按照“帮其所需、助其所急、扶其所长”
的原则，每户落实两项以上的扶贫政策，每个家
庭成员制定一条以上帮扶措施，实现政策叠加
和措施全覆盖，并形成贫困户认可的帮扶计
划。出台《封丘县软弱涣散村整治办法》，对60
个软弱涣散村村级组织进行全面整顿，切实增
强基层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战斗力。

抓好滩区迁建，造一座新城、促一方富

裕。李庄滩区迁建在规划之初就致力于迁建
与扶贫相结合，在高标准规划生活设施的同
时，着眼产业配套，建设了占地1500亩的农
民特色经济园区。迁建带贫作用体现在五个
方面：一是增加固定资产，每户房产增值 20
万元以上；二是增加耕地收益，土地流转后比
单独耕种增收10%左右；三是增加土地收益，
一期迁建可节地1500亩，土地出让收益以各
种形式返还给迁建群众，增加收入；四是增加
工资性收益，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挖掘公益性
岗位 435个，月工资 800元。李庄特色经济
园将用工2000人以上，仅新星制衣一家企业
就带动 37个贫困户；五是增加创业机会，李
庄新区将成为一个 2万人以上的副中心城
镇，城镇化带动三产强劲发展，可提供大量多
门类的创业机会。目前一批 7634人全部稳
定搬迁，带动了770人稳定脱贫；迁建完成后
可带动 526户 1850人脱贫。今年 5月 8日，
李克强总理来封丘调研时，对封丘黄河滩区
迁建的巨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实行“保险+扶贫”，“五重保障”实现精准
扶贫全覆盖，破解“因病致贫、因贫难医”问
题。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政策。落
实普通门诊、门诊慢性病、住院等医疗待遇，
门诊统筹和 30个慢性病种门诊报销不设起
付线，实行定点治疗、限额封顶管理。参保居
民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起付标准
以上由住院统筹基金按比例支付，本年度最
高支付限额 15万元。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的人员即为大病保险保障对象，
年度住院累计发生合规自付医疗费超过 1.5
万元以上部分，由大病保险资金按比例分段
支付，最高支付限额 40万元；落实困难群众
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低保对象和困境

儿童等群众纳入大病补充保险保障范畴；落
实封丘县健康扶贫救助保险政策，从2017年
起由市、县财政出资投保第四次商业保险，保
额 20万元；落实民政部门城乡医疗救助政
策，包括特殊病种门诊救助、住院救助和重特
大疾病救助。救助对象包含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特困供养人员、低收入家庭中的重特大疾
病患者，根据救助对象类别，按比例和限额救
助；落实重病兜底保障政策。设立大病救助
基金，出台《封丘县大病救助基金管理办法》，
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扶贫产业“七个+”，把“有能力的带起来、没
有能力的扶起来”。产业扶贫是脱贫之本、富民
之基。着力扶持建设一批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
特色产业（就业）基地，把“有能力的带起来、没有
能力的扶起来”。把不同产业主体对接贫困群
众，实现扶贫产业“七个＋”，让产业兴起来。

一是“合作社+”。农民合作社发挥规模、
科技、市场等优势发展设施农业，以流转土地、
资金入股、务工就业的形式带贫。目前全县
109个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合作帮扶”和“股份
帮扶”模式与 10941户贫困户结成联股联利共
同体，呈现了合作社全覆盖的良好发展态势。

二是“龙头企业+”。发挥涉农龙头企业
兼具资金、资源、经营等诸多优势，以“股份帮
扶”模式采取龙头企业“公司+贫困户”形式直
接带动。

三是“致富能人+”。通过榜样示范，形成
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带一片的效应。
同时，贫困户带着生产资料、扶持资金、土地入
股企业和专合社，将自己的利益同企业或专合
社紧密联系，不仅推动企业和专合社做大做强，
还能推进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实现双赢。

四是“传统品牌+”。发挥封丘树莓、金银
花、封芹、石榴等传统品牌优势，依托博凯生

物、鑫丰金银花种植专业合作社等企业，加快
金银花产品深加工技术研究和推广，建设金银
花深加工研究中心，金银花系列产品研发中
心、统一销售中心及产品生产标准化体系等，
力争3年种植面积稳定在5万亩以上。依托留
光镇生命果公司、河南津思味农业食品有限公
司，采用“公司+科研+基地+经济合作组织+农
户”的模式，突出农户主体，进行“挽救性”和

“保育式”扶持，力争推进封丘树莓3年内成为
我国种植规模最大的树莓示范种植基地。

五是“乡村旅游+”。依托封丘长寿之乡
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实施生态旅游扶贫，促
进生态资源向生态资本和经济效益转变。应
举“嘉联农林”采用“股份帮扶”模式，直接带
动535户贫困户发展苗木种植、林下经济、设
施农业，融合休闲旅游、创意农业、健康养老
等项目，安置60名贫困群众长期务工。曹岗
乡“山水生态休闲农业扶贫项目”总投资5亿
元，建设集生态种植、研发科普、观光旅游、休
闲度假四大功能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项目
建成后可带贫6000人左右。

六是“电商+”。出台《封丘县加快农村电
子商务发展实施办法（试行）》《封丘县电商扶贫
实施办法》，下发《关于申报封丘县电商扶贫项
目的通知》，落实电商扶贫具体措施。对贫困户
进行电商培训，针对贫困人口中40岁以下、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进行电商知识集中
培训，从网店申请开张，到门店装修、产品上架、
推广营销、售后服务、物流配送，全过程进行专
业培训。在贫困村建乡村电商服务站，全县已
建成231个村级服务站，有近50个设在贫困
村，加快脱贫步伐。积极引导豫阿甘公司、佐今
明生态农业公司、娜一天电商公司等企业与该
县专业种植合作社开展合作，带动金银花、树
莓、贡芹、红薯、山药等种植产业发展。

七是“就业点+”。以村村建设就业扶贫
点的方式,逐步实现全县所有贫困村村就业
扶贫点全覆盖,所有有就业能力的贫困群众
就业岗位全覆盖,消除经济空壳村,让贫困群
众通过自己劳动增加收入,摆脱贫困。目前
正在建设的“造血”式“就业扶贫点”86个,可
带动3200名贫困人口就业。

围绕“党建引领、项目支撑、产业带动、政策保障、精准发力、借势发展”工作思路，专业扶贫、行
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理念，形成“1+11”精准脱贫封丘模式，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

“大扶贫”——织密精准扶贫立体网络A

坚持协调发展，提升经济总量。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发展后劲，壮大经
济规模，增强经济实力，突出民生优先，实现共建共享。

大发展——经济搞上去、民生多投入，实现共建共享B

县城新区一隅 赵进勇 摄

产业扶贫让这些“6070”贫困户家门口就了业

黄河滩区李庄迁建新区

倍儿鲜食品有限公司扶贫就业基地

河南嘉联农业生态园带动周边500多户贫困户脱贫

鲁岗镇多肉植物种植扶贫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