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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栾川大地，气温在不断降低，脱贫
攻坚的节奏和干劲却在加快和提升。

近年来，为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栾川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统筹易地搬迁、产业扶贫等 9
个专项推进小组，汇聚行业部门、社会力
量协同攻坚。

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上最强力量，必
须下一番“绣花”功夫。三年来，栾川县全
面夯实县乡村“三级书记”抓脱贫的整治
责任，向农村派驻 330余名驻村干部，成
立210个脱贫责任组，所有贫困户实现党
员干部“一对一”帮扶全覆盖。围绕影响
贫困村和贫困群众脱贫的难点和短板，栾
川县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靶向治
疗、精准滴灌，全面补齐发展短板。

生活有品质——坚持目标导向、按需
分配，实施道路、安全饮水、标准化卫生室、
文化服务中心、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等项
目 1200多个，农村面貌焕然一新。针对

“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深山区群
众，按照“五年任务三年完成”的目标，大力
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2059名群众搬出深
山，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致富有产业——依托生态优势，发
展乡村旅游，带动1.2万余名贫困群众脱
贫；依托旅游市场，发展特色农业，“栾川
印象”走向千家万户，年销售额达 8000

万元；依托自然资源，发展生态产业，抢
抓全国集体林权改革试点机遇，苗木花
卉、林下种养蓬勃兴起。与此同时，大力
开发护林员、巡河员、保洁员等公益岗
位，加强技能培训，推动转移就业，实现
了“就业一个、脱贫一家”。

针对因病致贫，在落实国家省市卫生
扶贫各项政策基础上，县财政出资为所有
贫困群众免费办理了人身意外保险和健
康险，贫困群众就医实现五次报销，负担
降低到10%以下；针对因残致贫问题，全
面推开贫困重度失能残疾人集中供养政
策，建成14个托养中心，有效解放残疾人
家庭劳动力；教育扶贫问题，构筑从学前
教育到大学各个教育阶段的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创新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
校建设，实现山区儿童接受更好教育、父
母安心外出务工的双赢。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带来的是
实实在在的成效。

如今的栾川，孩子上学方便了、老人
看病报销了、告别土屋住进了社区……
脱贫攻坚产生的巨大力量，让栾川贫困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质的飞跃。截
至2018年 9月，全县83个贫困村均达到
退出标准，9800余户 37000余名贫困群
众 达 到 脱 贫 条 件 ，贫 困 发 生 率 降 至
0.93%，脱贫攻坚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效。

金秋的栾川，层林尽染，硕果累
累，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闻名
遐迩的老君山上，赏红叶、观云海，游
客们正纷纷点赞。

从工矿企业家到龙头旅游景区负
责人，老君山景区董事长杨植森个人
身份的转换，正是栾川经济绿色转型
的一个缩影。

“绿色发展改变了栾川。”杨植森
说，栾川是工矿大县，与众多资源型城
市一样，钼、钨等矿产的开发曾让县域
经济得到迅速增长，但长期的无序开
发和粗放生产一度引发了不容忽视的
环境问题。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三五”以
来，栾川县牢固树立和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果断选择
了转型提升绿色发展的道路，关停了
众多规模小、资源利用率低、环保工艺
落后的企业，一大批矿山开采场、尾矿
库生态植被得到恢复，大气、水质有了
明显改善。

与工矿业的绿色化改造同步，以
全域绿化为抓手的林业建设也在不断
扩大栾川的生态优势。2012年，栾川
县成为全省首个国家级生态县。2017
年，栾川县成为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国
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依靠突出的生态优势，栾川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一大批像杨植森一样
的民营企业家转投旅游产业，大量民
间资本注入生态旅游产业。目前，栾
川县已发展AAAA级以上旅游景区8
个，旅游业已成为县域经济的有力支
撑，成为带动群众脱贫的致富产业。

今年 8 月，栾川县再次对发展战
略做出调整，将“生态立县”放在了优
先实施的首要战略地位，并出台了最
高规格的管理体制、最完善的监管体
系和最严格的惩治措施，努力打造生
态文明建设的“栾川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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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这里是

一个封闭、落后、贫穷的

山区小县；今天，这里是

一个开放、发展、富美的

旅居福地。

大力推进绿色转型，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栾川人

民正凝心聚力打造一个

新时代里的新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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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新变化

栾川县：山清水秀入画来

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良好的政治
生态则需要高质量党建的引领和保障。

近年来，栾川县坚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领导，
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
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党委决策部署；
坚持把思想建设抓紧抓实，真信、真学、真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真正以新思想指导栾川发展取得新成效；
坚持树好选人用人导向，健全科学的干部
培养、考核、选任、管理、激励体系，引导干
部忠诚干净担当；坚持把基层组织建好建
强，在抓实抓好基础建设、提升党员队伍

质量、推进基层党建创新、服务中心工作
上聚力用劲；坚持把正风肃纪反腐引向深
入，严明纪律，严格监督，严肃问责，严厉
惩处，打造最优政治生态。

如今的栾川，每到一个村庄，最忙碌
的地方是党群服务中心，最热闹的地方
是党建文化广场，正是在党心民心的交
融中，形成了干部群众拧成了一股绳，齐
心加油干的良好局面。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未来的栾
川，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打造最优政治
生态，以经济发展高质量打造最美自然
生态，力争建设一个生态美、百姓富、县
域强、风气正的新栾川！”栾川县委书记
董炳麓说。

“路好了，方便了。今年挣了至少4万元！”近日，栾
川县重渡沟管委会磨湾村村民侯士军高兴地说。

“我们村是贫困村，交通不便是制约发展乡村的重
要原因。”磨湾村党支部副书记李松阁说，如今这个制
约因素不存在了，村民们往后的日子会更好。

交通问题曾是长久以来制约栾川的最重要因素，
如今已然破解。2012年以来，栾川县共实施较大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达578个，总里程1429.695公里，总
投资达15.24亿元，农村群众的出行条件大大改善。除
了农村公路，栾川县的高速公路建设也迅速发展，洛栾
高速 2012年年底通车，目前还有三条通过栾川的高速
公路正在加快建设或推进前期工作，未来的栾川人们
将进入通往幸福的快车道。 （白佳丽）

108个星级村党支部
引领乡村发展

10 月 22 日，栾川县樊营村新时代“三新”讲习所
内，20余名党员群众正在进行宾馆从业人员培训，村委
门口五星级党支部的牌子熠熠生辉。

“因为我们村党支部在发展致富产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去年被评为了‘五星级’党支部。”樊营村党支
部书记李广振说。

为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栾川县
开展了党支部“星级评定、晋级提档”工作，目前该县已
创建“五星级”“四星级”村党支部108个，带动全县基层
党支部形成了创先争优的良好局面。 （张瑜嘉）

森林覆盖率高达82.7%
10月 22日，栾川县城的街道上，不时有行人停留

拍照，浓郁的秋色在朋友圈蔓延传播。如今，四季不同
的森林景观已成为栾川的一张名片。

近年来，栾川县大力实施全域绿化战略，累计投入
1.72亿元，实施了飞播造林、退耕还林、通道绿化、村庄
绿化等一系列重大林业生态建设工程。仅 2012年至
2017年，栾川县就完成造林绿化 38.37万亩，义务植树
400余万株，建设森林廊道 434公里，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82.7%，生态优势十分突出。 （姜静）

每年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超过310天

碧水蓝天不仅关系着栾川人民的幸福感，也成为
栾川发展的竞争力。

近年来，栾川县先后投资 30亿元完成了城区处理
厂建设和提标、乡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和生活污水处理
厂建设、伊河水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畜禽养殖业整
治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使3个地表水出境断面水质
达标率均为 90%以上；扎实做好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拆改燃煤锅炉、管控扬尘，使环境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均保持在310天以上，生态质量指数（EI）连续 3
年保持在 80以上，位居全省前列;先后投资 15.3亿元，
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使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率达 82%以上，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98%，
80%以上乡镇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杜林波）

13.4万群众
参与乡村旅游发展

“十月是红叶的最佳观赏期，有不少游客前来赏
秋，今年我们村的人均年收入将达到3万元。”栾川县庄
子村农家宾馆协会会长朱淘利说，如今的庄子村已经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有不少游客长期住在这里。

在栾川，像庄子村一样的旅游乡村目前已达 35
个。目前，栾川县已成为全国拥有A级景区最多、年接
待游客人次最多、农家宾馆床位数量最多的县份，带动
全县 13.4万名群众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产业，以旅游
业为主导的三产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正逐年增
高。2017年，栾川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1331.2 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75.6亿元。 （张瑜嘉）

近4万名老人
每年可享免费体检

“如果不是免费体检，俺的病会越来越严重，很可
能会连累家里再次陷入贫困。”昨日，刚从医院复查回
来的栾川县后坪村村民吕翠兰得知病情恢复良好，禁
不住再次为县里的免费体检政策叫好。

在栾川，像吕翠兰一样可以享受免费体检政策的老
人有将近4万名。栾川县总人口35万人，60周岁以上老
年人有近4万人。2017年开始，该县将具有本县户籍的
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工作列为惠民实事，每年筹
备资金千余万元用于推动此项工作，并将县内医疗条件
最好的医院确定为体检定点医院。两年来，该县60岁以
上老人的体检结果反馈率和健康档案建立率均达
100%，免费体检让老年人有病早发现、早治疗，也让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大大减少。 （刘三山）

578个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让出行不再难

生态优先
引领绿色发展

尽锐出兵聚力脱贫攻坚22

奋发进取建设旅居福地新栾川33

（本版图片由栾川县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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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艳 白佳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