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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大事记

1月 11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二次推进会议召开

2017年

3月27日

我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兰考正式退
出国家级贫困县，兰考成为全省首个脱
贫“摘帽”的贫困县

4月21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三次推进会议召开

7月9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召开

10月31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批准滑县退出贫
困县的通知》正式下发，滑县宣告脱贫
摘帽

12月 10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五次推进会议召开

4月 17日

舞阳县成功实现脱贫摘帽，成为我省第
一个实现脱贫摘帽的省定贫困县

2018年

5月3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会议召开

8月8日

新县、沈丘、新蔡3县正式脱贫摘帽，全
省贫困县减至47个

10月 15日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在我省
召开

2016年

5月26日

全省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召开

贫困发生率从9.28%降至2.57%

先后顺利脱贫摘帽

兰考 滑县 舞阳 新县

沈丘 新蔡

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2016年兰考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为

21124元和9943元

比3年前分别增长

10164元和4297元

制图/单莉伟

577万多人

5514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

今年计划脱贫33个县 110万人

研究者说

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廖富洲教授：

脱贫摘帽，
坚持精准是“法宝”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的扶贫工
作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以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推动贫困减少的阶段。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 18户农民
率先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改
革的序幕。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从
农村贫困地区起步，带动了农村经济社
会的发展，大大缓解了农村贫困现象。

第二阶段：1986—1993年，大规模
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 年，国务院成
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扶贫
工作有了具体的办事机构。此后，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
模的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
开发式扶贫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阶段：1994—2000年，以解决
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目标的“八七”扶
贫攻坚阶段。1994 年，我国颁布实施
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在20
世纪的最后 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
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第四阶段：2001—2010年，以改善
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为主要目
标的综合扶贫开发阶段。2001 年，党
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
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开始以
贫困村为重点，实行整村推进，在扶贫
的内容和途径方面，更加注重贫困地区
的综合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第五阶段：2011 年以来的连片开
发与精准扶贫共同推进阶段。国家颁
布 了《 中 国 农 村 扶 贫 开 发 纲 要
（2011—2020 年）》，将 14 个连片特困
地区定为扶贫开发主战场。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要
求确保到 2020年我国在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
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截至目前，我省的兰考、滑县、舞
阳、新县、新蔡、沈丘已实现脱贫摘帽，
积累了宝贵的成功经验，其关键是把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真正落到了实处。具
体说来：一是明确“扶持谁”。坚持“应
进则进，应出尽出，应纠则纠”，真正做
到了精准识别。二是选准“谁来扶”。
全省抽调优秀干部驻村，确保每个贫困
村都有帮扶工作队、每个贫困户都有帮
扶责任人。三是筹划“怎么扶”。因村
因户制宜，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具
体 帮 扶 政 策 措 施 。 四 是 落 实“ 如 何
退”。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标准和要求认
真落实，确保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
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

今年，我省计划脱贫 33个贫困县，
时间紧、任务重，但只要坚持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确保责任、工作、政
策落实到位，就一定能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的目标任务，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奠定坚实基础。③3

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

践行“三个起来”稳定脱贫奔小康

航拍下的今日兰考。 本报资料图片

亲历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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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春风遍地，脱贫攻坚潮涌中原。

截至2017年年底，全省共有577万多农村贫困人口脱贫，5514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贫困发生率从9.28%降至

2.57%；兰考、滑县、舞阳、新县、沈丘、新蔡顺利脱贫摘帽；全国扶贫车间现场会、全国金融扶贫现场会、全国扶贫办主任工

作会、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等先后在我省召开。

从40年前为温饱发愁，到40年后向小康发力，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干部群众团结努力、不懈奋斗，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打出了河南气势，“兰考之问”有了响亮回答，“中原之变”让人击节称赞。

从破解“兰考之问”到书写出彩答卷

我的老家在兰考，从小听着焦裕禄的故事、在焦裕
禄精神的滋养下长大的，也很早就入了党。这些年,总
想着应该把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承下去。

2014年，机会来了。在老党支部书记和村里百姓
一再要求下，我一咬牙，撇下在郑州的生意，回到老家
当了党支部书记。回来就一个想法——让代庄百姓
都致富！

头 3个月，我投了 100多万元，建了村“两委”办公
楼，修了村里的主干道。老百姓有耍的地方了，外出也
方便多了，我想，这下老百姓会满意些了吧。没想到群
众说我是“飞鸽牌”的，这样的干部他们不要。

一听这话，我窝憋死了！真想撂挑子不干了。一位
朋友开导我：“乡亲们说怪话是对你有期望，千万别泄
气。”几天后，我认认真真想了想，比照了焦裕禄书记，明
白了差距还大得很。

于是，我挨家挨户征求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成
立合作社，发展高效农业。现在，全村已有 400多户加
入了合作社，流转土地1600亩，世代只会种麦种豆的代
庄人，学会了种果树、养鱼种藕、栽培大棚水果。一年多
时间，代庄百姓有了分红，代庄有了集体经济，代庄31户
贫困户都脱了贫。

村里变样了，我自己的生意却“荒了”，一年少收入
将近600万元。但我觉得应该算另一笔账：2014年我回
村，人均年收入 4600元，2016年年底达到 9800元。村
民越来越富，咱亏那点钱算啥？

2016年，仪封乡党委换届选举，我被选为乡党委委
员，喜悦之余，感到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我会一心为民
服务，绝不能让村民失望。这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
承诺，也是对焦裕禄精神的传承。③3

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党支部书记代玉建：

投身脱贫攻坚，传承焦裕禄精神

实践者说

周末，兰考县南李庄村的少年在社区广场健身、娱
乐。 本报资料图片

兰考县南李庄村旧貌。 本报资料图片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兰考
时，兰考干部群众提出了著名的“兰考之
问”：守着焦裕禄精神50年了，为什么兰
考的贫穷落后仍没有根本改观？

2016年，兰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为 21124元和 9943元，比 3年
前分别增长 10164元和 4297元。贫困
发生率为 1.27%，并于 2017年 3月率先
脱贫。现在，兰考正朝着小康目标稳步
迈进。

这几年，兰考牢牢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来做，按照“三年脱贫、七年小康”
这个承诺来做，始终以脱贫攻坚统揽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对贫困县来说是补齐了短板，对于党的
长远发展来说，稳固了党的执政根基。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基层党员干部经受
了一次洗礼，作风的转变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得到了重
塑，在深入基层、了解基层后，他们的工
作方式方法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老
百姓而言，他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焦裕
禄精神又回来了。

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中我们发现，
有的村干部等靠要思想严重，带贫致富
能力弱，有的因为待遇偏低无心工作，缺
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我们决定重塑“四
面红旗”，重现焦裕禄战天斗地的精神，
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发现，美丽乡
村、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层党建四个
方面互相关联，就从这四个方面竖起

“四面红旗”。评上红旗后不但公开表
彰，还增加村干部绩效，切实提高他们
的收入，只要红旗不倒，待遇就不变。
目前已评过三次，110面红旗分别花落
百余个村。

现在大家普遍感到，干部的作风得
到了重塑，兰考人的精气神不同了。在
街上随便找一个人，都能滔滔不绝地介
绍兰考的变化。这种发自内心的转变，
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希望，正因为此，我
们才对奔小康这么有信心。

今天，我们对总书记的庄严承诺只
兑现了一半，奔小康正在进行中。为了
稳固脱贫成果，我们开展了“支部连支
部、加快奔小康”活动，鼓励优秀的机关
党员进支委，与农村党支部结对子。正
能量的机制迅速在基层得到呼应，机关
党员与 450 个党支部结成了对子。此
外，我们提倡扶勤不扶懒，社会扶贫补足
了这个短板，我们自创的“1+3”模式，为
扶贫工作贡献了兰考智慧。

总的来说，兰考稳定脱贫奔小康工
作，是在总书记提出的“三个起来”引领
下稳步推进的。总书记视察兰考时，提
出“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
发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
来”。这不仅是对兰考的发展提出的要
求，更是对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提出的要
求，期望在兰考探索出一条路，破全国
的局。

第一个“起来”要立足实际，走城乡
统筹的路子。我们着重打造2+1重点产
业，即家居及木材加工产业、食品及农副
产品深加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采
取的普遍模式都是龙头企业在产业集聚
区带动，配套园区放在乡镇，原材料种植
和粗加工放在农村，以龙头企业带动整
个产业链。

第二个“起来”中，改革是一个地方
动力的源泉，简单的产业转移只能短期
起作用，不可持续。要对现有机制进行
改革，释放活力。比如我们的投融资体
制创新、招商引资创新等，都为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个“起来”，突出城乡协调发
展。就是要做强主城区，以乡镇为支点、
以农村为重点，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让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切实提高老
百姓的幸福指数。③3

(本版文字均为本报记者 归欣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