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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卢氏模式”研讨会发言摘要②

实践完善提升 推广复制生根

04│要闻

□薛世君

新蔡县通过网格化管理，一名网格员辐射一

公里，一个网格带动一大片，以网格员为圆心，画出

一个个扶贫“同心圆”；长垣县以“公司+基地+合

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发展产业扶贫项目，最近苗

寨镇 140 余户贫困户喜领扶贫金；截至今年 10 月

底，全省已建成村级光伏小电站 4500 个，总收益

约 9400万元，覆盖贫困户近 11万户……在我省上

下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际，全省

脱贫攻坚工作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新时代要有

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临近年底，我们一定要保

持这一好的态势，不松劲不懈怠，决战决胜，确保

全年任务顺利完成。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能不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关键看贫困人口能否如期脱贫。针对

这一重大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社会弱势群体的命运牵

动着总书记的心，也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脱贫攻

坚是一项“硬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是一条“铁杠

杠”，必须抓紧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共有 470 万人摆脱贫

困，仅去年我省脱贫人口就达 112.5万人。我省按

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积累了一定经验，打

下了良好基础。但我们要清醒看到，“入之愈深，

其进愈难”，根据贫困人口动态调整结果，我省还

有 317 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大多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繁重。省委

书记谢伏瞻在全省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研讨班暨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党的十九大精神轮

训班的专题辅导报告中指出，要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环境治

理攻坚战，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根据我省制定的目标，

今年全年要确保 100 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现在距年底还有短短一个月时间，到了最后冲刺

阶段，不抖擞精神、乘胜前进，更待何时？

脱贫是一言九鼎的承诺书，更是没有退路的

攻坚战。确保十九大精神在河南落地生根，就要

以“但愿苍生俱温饱，不辞辛苦入山林”的责任感，

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使命感，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人不卸甲、马不离鞍”的

劲头，切实把脱贫攻坚刻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

手上。各地要对对“军令状”、查查“任务表”，聚焦

矛盾问题，对准薄弱环节，一项项解决，一步步推

进，扎扎实实、保质保量，如期完成任务。岁末年

底，也是广大贫困群众最需要关心帮扶的时刻，各

地各级要高度重视贫困群体的生活，知冷知热，千

方百计，为他们实实在在地送温暖、解难题。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巍巍嵩山、滚滚黄河，

见证着从贫困走向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千年梦想，

见证着“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也见

证着河南消除贫困、全力扶贫的卓绝努力，也必将继

续见证中原大地在决胜全面小康、开启新时代河南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铿锵前行。2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1月 28日，
记者从省地税局获悉，作为全国第二批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份，我省将于12月
1日起实施水资源税改革。水资源税的
纳税人为直接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单位和个人。水资源税开征后，原有水
资源费征收标准降为零，取水行为由原
来的缴费模式转为缴税模式，由地方税

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据省地税局总会计师吕太昌介绍，水

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除特种行业用水和
农业用水外，直接取用地表水的单位和个
人基本实现税费平移，不影响居民和一般
工商业的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同时，我省
确定地表水最低平均税额为0.4元/立方
米，地下水最低平均税额为1.5元/立方米。

记者了解到，为发挥水资源税调控
作用，我省按照不同取用水性质实行差
别税额，在国家规定幅度内适当提高超
采区适用税额标准，对超计划（定额）取
用水量在原税额基础上加倍征收，以抑
制地下水超采和不合理用水需求。

此外，我省还规定了回用水，抽水
蓄能发电取用水，家庭生活和零星散

养、圈养畜禽饮用等不征收水资源税的
情形。

吕太昌表示，实施水资源税改革，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化税
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的重要
举措，也是完善绿色税制，促进节约用
水，调整我省经济结构，推动绿色经济
发展的重要手段。③3

下月起，我省水资源“费”改“税”
不影响居民和一般工商业正常生产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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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社评

产业扶贫“五彩图” 引领群众奔富路
——太康县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之一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郜敏

产业扶贫基地内，学技术、有岗
位、忙创业；广袤的田野上，一株株构
树幼苗恣意生长；乡村坑塘内，水清鱼
翔泛金光；扶贫车间里，家门口就业播
撒希望……

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太康县积极探
索产业扶贫新路径，为贫困户栽上“摇
钱树”，种下“脱贫菜”，打造“聚宝盆”，
建好“发财屋”，织就了一幅绚烂缤纷

“五彩图”，带领群众昂首阔步奔富路。
太康县为国家大别山片区贫困

县。近几年，该县通过大力实施产业
基地、“5532”工程、“1115”工程、“聚宝
盆”工程和“渔光互补”项目，贫困村由
2014年的167个下降到目前57个，贫
困人口由2014年的45701户、155505
人减少到目前17042户、67797人。

实施构树扶贫“5532”工程，栽上
“摇钱树”。太康县在全国第一家编制
县域构树产业化发展规划，确立“5532”
目标，即至“十三五”末，全县发展杂交

构树50000亩、带动5000贫困户、人均
年可持续增收3000元，吸纳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20000人稳定脱贫。

以打造“中国杂交构树之乡”为契
机，该县实施“构树+N”产业项目建设，
实施构树扶贫工程，引进河南中科康构
科技有限公司,形成“政府引龙头、龙头
建基地、基地带农户”的构树产业发展
格局。县扶贫办为贫困户无偿提供构
树种苗，龙头企业与贫困户签订构树产
销合同，按合同价收购构树产品；组织
贫困户成立构树专业合作社，流转贫困
户土地，吸纳贫困户加入其中，确保贫
困户年收益不低于3000元。据了解，
今年全县构树种植可达2000亩，2018
年将实现重点突破。

建立产业扶贫基地，种下“脱贫
菜”。目前，全县已建立产业扶贫基地
58个，吸纳入股贫困户 6219户，直接
覆盖贫困人口2.2万人，辐射带动贫困
户 4754 户、1.7 万人，每年户均增收
6000元以上。在产业扶贫基地，贫困
户学到了脱贫技术，找到了脱贫岗位，
踏上了脱贫道路。

大许寨乡德红家庭农场扶贫示范
基地采取“企业+基地+贫困户”的合作
模式，直接以产业扶持帮扶贫困户223
户，每年为贫困户分红 26.76万元，辐
射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瓜果蔬菜 6000
多亩，增收1200多万元。

恒大集团投资3500万元援建温室
大棚58栋、薄膜大棚48栋的蔬菜种植

扶贫基地和养殖规模500头肉牛养殖扶
贫基地，贫困户带棚、带资入股，既可分
红又可以拿到租赁费，还可以在基地务
工，平均每户贫困户年收入可达3.5万元
以上，带动高贤乡600户贫困户脱贫。

打造特色扶贫车间，建好“发财
屋”。太康县板桥镇轩庄村的轩勤是
2016 年识别贫困户，妻子是聋哑人。
今年年初，轩勤到设在村子里的太康
万利源棉业板桥分厂务工，月收入
4000余元；他的妻子到厂子里做保洁
员，月收入2300元。两口子对现在的
生活打心眼里高兴。

该县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和个人改
建、扩建扶贫车间，万利源棉业、润泰服
饰、通泰纺织等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

企业，把产业链向农村延伸，建立扶贫车
间，让贫困户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同时，
采取多元投资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建立
扶贫车间，鼓励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
复员军人返乡创业建设扶贫车间，运用
来料加工、来样定制、来件组装、农副产
品深加工业的“三来一加”模式，带动贫
困户脱贫。目前，全县已建立扶贫车间
138个，吸纳贫困劳力2760人。

实施“1115”工程，民企帮扶添活
力。今年以来，太康县创新企业扶贫参
与机制，实施“1115”工程，即一个企业
分包一个乡镇、帮扶一百户贫困户、保
证一年脱贫、巩固五年脱贫成果。各企
业走入贫困村，通过帮助贫困户发展养
殖业、就业扶贫、举办农副产品采购节

等，促进帮扶工作落到实处。目前，全
县“1115”工程企业结对30个，帮扶项
目28个，投入资金3000多万元。

“聚宝盆”工程美化乡村助脱贫。
太康县有8000余亩村集体废弃坑塘，
该县去年以来以脱贫攻坚为引领，实
施美丽乡村新景观“聚宝盆”工程，通
过对河塘开挖，对堤岸进行硬化、绿化
等，实现水中有鱼、水上有藕有鹅、岸
上有果，收入归村集体所有，让贫困户
在经营单位务工，每个坑塘带动5户贫
困户稳定脱贫。目前，全县已打造“聚
宝盆”工程项目61个。

在“聚宝盆”工程基础上，太康县
探索出一条“渔光互补”产业扶贫新路
径，在鱼塘水面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
光伏板下方水域进行渔业养殖，形成
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新兴产业模式。

据预计，今年该县首批29个“渔光
互补”项目完成后，可增加村集体收入
493万元，对接帮扶贫困户保证户年收
入不低于 3000 元，直接带动 1885 户
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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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项民生难点，也是体现文明
进步的尺度。它与人人相关，习近平总
书记时时牵挂心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
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内考察调研过程中，经常会问起农村厕所
改造问题，详细询问村民使用的是水厕还
是旱厕，在视察村容村貌时也会详细了解
相关情况，强调“小厕所、大民生”。

民生小事，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大情怀。

曾经，谈及中国的厕所，很多人的
感受不佳。在街道、景区等公共场所，
厕所脏、乱、差、偏、少，如厕难成为群众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一些农村地
区，“两块砖，一个坑，蛆蝇孳生臭烘
烘”。厕所的状况，关乎百姓生活，折射
文明风尚，关系国家形象。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
镇江考察调研时就指出，厕改是改善农村

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要
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

温暖人心的话语，源自习近平一以
贯之对人民真切质朴的情感和对待工
作真抓实干的品格。

40多年前，陕西省延川县冯家坪乡
赵家河村建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
分开的厕所。翻修它的人，正是当时在
赵家河村蹲点的知青习近平。

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
中，村民赵胜利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
历历在目：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
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
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
草棚子，就当厕所了。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
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
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
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
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
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
纷效仿。”赵胜利说。

从小处着眼，从实处入手，对于厕
所问题，习近平不仅身体力行地推动解
决，更在日后从政的道路上，将这一带
着温度的民生关怀列入施政举措。

1982 年，习近平来到河北正定工
作。“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
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习近平曾在
一篇文章中回忆：“‘连茅圈’就是厕所
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

有问题，就要抓。中共正定县委
《一九八四年工作大纲》展现了这样的
决心：“积极改造连茅圈，努力使古城展
新貌。”

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
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
视、十分关心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
群众的如厕困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长期
存在的厕所问题，习近平有着清醒的认
识，并在深刻思考中寻找着解题之钥。

小康不小康，厕所是一桩。面对中
国快速发展中日益提高的厕所需求和

巨大的历史欠账，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补齐厕
所问题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文明
的短板，需要进行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
变革。

2015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厕
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反对

‘四风’一样，下决心整治旅游不文明的
各种顽疾陋习。要发扬钉钉子精神，采
取有针对性的举措，一件接着一件抓，抓
一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推动我国旅
游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3个多月后，在吉林延边考察调研
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将“厕所革命”推
广到广大农村地区。

当得知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
旱厕，习近平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
伐加快，新农村建设也要不断推进，要
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用上卫生
的厕所。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向农村
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下转第四版）

民生小事大情怀
——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推进“厕所革命”

中办国办印发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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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日，安钢烧结脱
硫脱硝工程正在吊装重约150
吨的3号解析塔加热段。该企
业以完善技术、加强创新为引
领，高标准抓好环保提升改
造，加快施工进度，确保按期
完工，实现绿色发展、生态转
型。⑨6 殷海民 摄

认识新时代把握新特点
明确新任务落实新要求

绿色发展
技术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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