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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面优化环境 增强发展后劲

原阳儿女多奇志 誓叫家园焕新颜

●● ●● ●●●● ●● ●●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卞瑞峰

悠悠黄河水，润物细无声。

在母亲河的润泽下，新乡市原阳县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走出了张苍、陈平、周

勃、娄师德、韦思谦等 15 位宰相，被誉为

“宰相之乡”；也留下了“毛遂自荐”“跪履三

约”“唾面自干”等180个相关的成语典故，

是名副其实的“成语圣地”；在黄河水淤平

改良后的土地上种出的大米晶莹透亮、软

筋香甜、香味纯正，“原阳大米”被誉为“中

国第一米”，是全国闻名的特产名片。

在给原阳丰厚馈赠的同时，黄河也给

原阳人民带来了贫穷困苦。原阳境内的黄

河滩区占了跨度最长、面积最大、滩区人口

最多等 3个“全省之最”，全县一半以上人

口生活居住在滩区，让这里成了贫困人口

集中的地方。原阳2002年被确定为省级

贫困县，穷根就深深扎在这让人爱之深、痛

之切的黄河滩区。

改革开放以来，原阳县广大干部群众

怀着对家乡的挚爱，用战天斗地的豪情在

这方热土上辛勤耕耘，让原阳以可见的速

度发生着神奇变化。

尤其是 2018 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全县上下勠力同心，

按照县委“112643”的总体部署，攻坚克

难、主动作为，全力以赴保增长，千方百计

促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实现了新

突破，呈现出稳中向好、争先进位的发展态

势，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受到了各级领

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好评。

改革开放的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要让群众得到
实惠。

作为省级贫困县，原阳向贫困发
起总攻，把脱贫攻坚作为现阶段最重
大、最紧迫的民生工作来抓。

全县脱贫攻坚走访排查整改
提升行动、精准识别“回头看”活
动、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和精准识别
普查工作稳步推进，中央第一巡视
组、省、市反馈问题扎实整改，整合
3.2亿元资金，80个扶贫项目投入建
设，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全部完工，产业项目实现对贫困户
两轮以上全覆盖，行业扶贫政策全面落实，
半年集中观摩位居全市第一，上半年省政府交
叉考核验收总体情况良好，脱贫摘帽百日会战全面展
开。滩区迁建攻坚四个安置区建设有序推进。

生态建设也是民生。原阳污染防治攻坚持续加强，前
三季度，实现优良天数121天，PM10平均浓度较去年同期
下降 20微克/立方米，PM2.5平均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 23
微克/立方米。

民生要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原阳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取得实效，非法集资3起案件结案销号，安
全生产形势平稳，扫黑除恶成效明显，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财政用于民生领域支出占比达到
88.25%。省、市交办和县承诺的就业、教
育、交通、城建等“十件”民生实事基本完
成。社会保险参保 94.5 万人次；城镇
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两项制度整
合进度全市第二；低保、五保、残疾
人“两项补贴”等发放资金 5329万
元；农村低保保障率由 2.1%提高
到3.0%；农民工返乡创业国家试点
县工作实现返乡创业1589人，带动
就业 15936 人；义务教育均衡县创
建工作全面展开；城乡居民健康签约

服务达到 100%；“一网通办前提下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实效……
原阳实现高质量发展，靠的是全县党

员干部敢于担当的精神追求，求真务实的工作
作风，争创一流的工作标准。

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表示，面对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全县党员干部要继续保持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始终保持迎难而上、永不自满的工作热情，结合工作

“敢转争”，以“敢转争”促工作，努力以一流的作风树一流的
形象，以一流的素质创一流的业绩，为原阳更加出彩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上图：“一站式”脱贫攻坚服务平台让群众少跑腿 张党超 摄

3 “摘帽”指日可待 发展持续惠民

今年以来，原阳县委提出了冲在一线、干在一线、
拼在一线的一线扶贫工作法，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基层、
深入一线、深入群众、深入问题多的地方，在一线锤炼
好作风，使出拼劲、狠劲、韧劲，谋实招、干实事、求实
效，倒逼问题和责任落实。

常委班子以身作则，重心下沉，深入乡村和贫困户
家中，现场督促指导，帮助解决问题；所有县级干部每
月8天一线督导指导，每周蹲点驻村一次，一线发现问
题，一线解决问题，一线推进工作……“一线工作法”推
行以来，原阳县上下形成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
一级干的生动局面。

“一线工作法”不仅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巨大
作用，也成了原阳各条战线策马前行的“马鞭子”，推动
了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城市建设方面，实施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46个，其
中道路 38条，总长 42公里，老城区主要道路今年全部
完成改造，太行大道、黄河大道护栏安装到位，文化公
园建成开放，文化步行街和“四馆一中心”基本建成，
CBD中心区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建设，城市建设的
力度、项目建设的数量、投资的额度均创历年之最，城
市面貌变化有目共睹。

乡村振兴方面，粮食总产达到 9.5亿公斤，乡村振
兴“340”示范工程启动实施，农村各项改革稳步推进，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二十六届原阳大米节和首
届原阳旅游节成功举办。

园区建设方面，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
加值13.25亿元，增长10.8%；主营业务收入33.3亿元，
增长 2.7%；税收 1.95 亿元，增长 10.8%。“中国制造
2025”新乡（原阳）示范区方案通过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定，空间规划和产业规划方案编制正在公开招标。

“三网”建设方面，郑济高铁、国道327拓宽改建、国
道107官渡黄河大桥连接线等省、市重大交通工程建设
积极配合推进，焦韦线、幸福大道、官厂迁建区外连道
路、太平镇水牛赵至国道327、蒋庄沙圪垱林场鹿岛房车
小镇外连道路等县投资项目全面开工建设，458个行政
村全部达到通硬化路交通脱贫标准；天然渠、祥符朱、韩
董庄引黄灌区续建配建与节水改造项目、天然二支、九
支一斗及王村斜排完成治理。生态造林完成6500亩，
幸福路两侧景观绿化和北临林果带完成建设。

干部冲锋在一线
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是改革的重点
和难点。过去凭借减税让利，通过拼资
源、拼政策换得了外商投资的青睐；今后
更需拼服务、拼信用、拼环境，营造持
久的吸引力。

原阳县对重大招商项目明确一
名副县级领导作为项目服务官，指
定一个县直单位作为项目帮办服
务单位，对项目进行全程服务，及
时解决项目在建设和经营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提高项目建设和
投产率。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主
持召开项目建设推进工作例会。每半
月召开一次由企业和帮办服务单位及各
职能部门参加的项目推进会议，听取企业
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研究解
决方案，涉及县的部门列出解决时限并由县委督查委员
会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有力地推进了项目建设，解决
了企业后顾之忧，使企业全心投入项目建设中。

与此同时，原阳规划建设面积30平方公里郑新生态产
业新城，分设高端制造、新型装配式建筑等功能区；扩容了
县产业集聚区，面积由 12.7平方公里扩大到 28平方公里，
为项目入驻提供平台；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提高城市发
展承载能力，扩大容量，全方位承接项目落地。

今年以来，签约亿元以上项目 17个，总投资 1207 亿

元。实施千万元以上项目 122 个，总投资
284.66 亿元，完成投资 145.7 亿元。4 个
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0.9亿元，占年度
目标的 126.7%，居全市第 2 位、七县
（市）第 1位；9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 20.4 亿 元 ，占 年 度 目 标 的
123.4%，居全市第 3 位、七县（市）
第 1位。

随着发展环境的全面优化，原
阳要比较优势日益凸显，围绕支柱
产业和特色经济大上项目、上大项
目，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和后发优势不

断增强。
前三季度，原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完成 7.62 亿元，增长 25.7%，增速居七县
（市）第 1 位，其中税收完成 4.61 亿元，增长

25.0% ，税 占 比 达 到 60.5% ；城 镇 居 民 可 支 配 收 入
16073.37元，增长 9.5%，增幅居全市第2位，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 1.8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9751.23元，增长
11%，增幅居全市第 2 位，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7 个百分
点。特别是最能反映经济运行增速的工业用电量，增幅达
到了 33.5%，房地产销售面积同比增长 15.36%，呈现出快
速增长的态势。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张党超）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原阳县各相关部门在做好“规定动作”
的同时，围绕政策积极创新，行业政策“自选动作”亮
点纷呈。

在健康扶贫方面，“4+1”健康扶贫兜底保障机
制稳步推进，大病救治率 100%，医生签约服务率
100%，慢性病卡办理、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就
医结算、第四次商业保险报销等工作全部落实到位。

在教育扶贫方面，7697名建档立卡学生全部得
到资助，招聘特岗教师 150 名，对 110 名建档立卡

“两后生”进行了免费培训。
在扶贫助残方面，为9556名重度及困难残疾人

发放护理和生活“两项补贴”473.22万元，各类保障
金、救助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发放资金3869.48万
元，保障对象22448人，做到应保尽保。

在危房清零方面，已开工 2576 户，竣工 2554
户，排查出 1405户需要实施安居工程，目前全部实
施完毕。

行业政策亮点纷呈

为高质量脱贫
打好“地基”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卞瑞峰）如何推
动脱贫攻坚向高质量阶段迈进？原阳县给出答案：
扎实开展基础工作，扎实推进问题整改，打牢基础才
能建广厦。

连日来，原阳县全面开展脱贫攻坚基础工作走
访排查整改提升行动、精准识别“回头看”活动、精准
识别动态调整工作和精准识别普查工作，共排查
458个行政村，21471户 87433人，发现漏评 9户 27
人，错评 1户 1人，已脱贫（不享受政策）标识不准确
13户 73人，群众认可度低 36户 190人，已脱贫（不
享受政策）户对被标注不知情不认可 2户 9人。新
识别30户 111人，返贫3户 9人，已全部录入全国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

对核查反馈的问题逐项逐条建立问题整改台
账，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问题不落实不销号。8
月份以来，共召开问题整改推进会5次，对问题整改
工作加压推进，确保问题整改保质保量完成。目前，
省办系统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

脱贫一线见真章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马啸）今年以来，
原阳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 30908.74万元（其中，县
本级资金6570.78万元），实施项目80个。

80个项目中，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17个，
主要用于贫困村道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建设、示范
村创建、市场化保洁、村内道路建设等项目建设；产
业扶贫类项目29个，主要用于村集体产业化发展建
设项目、农业产业扶贫、百企万户、现代农业蔬菜大
棚等建设项目；公共服务类项目 32个，主要用于雨
露计划教育补助项目、文化室建设、敬老院建设等项
目；其他项目 2个，主要是项目管理费及 2017年项
目质保金。

截至目前，实际拨付2517.21万元，资金拨付率
81.26%，项目开工率 100%、完工率 62.5%。同时，
县本级列支 1.2 亿元，统筹推进非贫困村基础设施
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目前项目已全部完工。

资金项目“落地有声”

本报讯（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王学伟）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原阳县强化“企业带贫、合作组织带贫、专
业大户带贫”等“三带”帮扶措施，大力开展产业扶贫
工作，在全市上半年产业扶贫集中观摩位居第一位。

今年以来，全县新实施产业项目 24个，已累计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177个，叠加带动贫困户 26991
户，贫困户产业增收覆盖率达到 318%。实现转移
就业 2909人，成为新乡唯一一个“支持开展农民工
返乡创业国家试点县”。县乡村三级金融服务平台
正常运转，累计金融扶贫贷款38463.9万元，金融扶
贫获贷率达到98.39%，带动贫困户7909户。

贫困户产业增收
覆盖率达到318%

全县干部脱贫攻坚誓师大会 王学伟 摄

上图：生态农业如火如荼 卞瑞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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