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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拔穷根
擘画脱贫蓝图

“被水淹、没饭吃，那是过去，现在俺过得
跟城里人一样，可得劲！”郑丽郡原来是台前
县吴坝镇东桥村的贫困户，因黄河滩区迁建
工程的实施，她不仅住进了130平方米的新楼
房，还在家附近一服装加工点找到新工作，

“要不是党和政府，俺们咋有社区，咋有搬迁
补助，咋有稳定收入？”

作为我省“三山一滩”扶贫开发重点区
域，濮阳市委、市政府提出“横下一条心，举全
市之力、集全市之智，确保到 2019年全市现
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的作战总纲，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和精准扶贫工作指挥部相继成
立，层层签订责任书、层层落实任务；《濮阳市
1+5产业扶持脱贫实施方案》《濮阳市脱贫工
作成效考核办法》等相继出台，提供强大政策
支撑；依托“双联四推六覆盖”“党员主题扶贫
日”等机制，广大党员干部入村包户开展精准
扶贫工作；优秀专家人才组建农业科技、医疗
卫生、就业创业等各类服务团，以技术推广、
培训指导等活动切实打通精准扶贫“最后一
公里”……

齐抓共管、协调联动的扶贫大格局形成
后，濮阳以产业“造血”，力求从源头上拔掉穷
根。“百企万户”产业扶贫、农业产业扶贫、智
慧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农业保险扶贫

“五大工程”，为贫困群众提供稳定增收渠道；
龙头企业和大项目的辐射带动，扶贫车间送
岗上门，让“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成为现实。

在范县濮城镇后毕庄村扶贫车间，七八
十名妇女正在服装生产线上有序工作。全国
扶贫车间现场会、全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行动现场会、全省产业扶贫现场会在濮阳
召开后，这里迎来了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队
伍。贫困户张凤云总会高兴地介绍：“一个月
能挣3000多元，不比出门打工赚得少。”

“转、扶、搬、保、救、教、金”等脱贫路径
的完善，为濮阳多点发力推进脱贫攻坚助
力；“走出去”“引进来”构建贫困家庭就业增
收“立交桥”；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快速推
进，滩区居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
富”；社会保障兜底、救助制度确立、教育保
障强化等措施向更多贫困家庭覆盖，确保精
准扶贫“无死角”。

近年来，濮阳有 20.28 万贫困人口实现
稳 定 脱 贫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10.63% 降 至
3.58%。

践行振兴 写意大美乡村
“原来俺村有个顺口溜，冬春白

茫茫，夏秋水汪汪，年年有洪涝，岁岁
闹饥荒。现在却完全不同，是一年一
大变，越变越好看！”台前县侯庙镇许
集村村民许庆红的一席话，说出龙都
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场变革，乡村振
兴战略谱写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新篇章。

加快发展特色高效农业，为农村
产业兴旺按下“加速键”。濮阳坚持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进农业绿色化、
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优质花生、
优质食用菌等170万亩特色高效农田
打造“金字招牌”，51个新建、扩建、提
升百亩以上的现代农业园区成为濮阳
新“粮仓”。

推动形成乡村好风气，走出特色
乡风文明之路。移风易俗深入人心，
农村红白事标准有了“指导意见”，恶
俗婚闹、因婚致贫等陈规陋习受到遏
制；清丰县单拐红色文化、华龙区东北
庄杂技文化、范县郑板桥廉政文化等
特色文化基地建设日趋完善；800余个
村庄新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
民群众乐在其中。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农
村治理根基。濮阳全市村“两委”换
届工作扎实推进，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成效明显；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卫生
室等公共服务设施、村民服务中心功
能日益完善，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农
村平安建设不断加强，大力推进基层
综治中心示范带建设，91 个乡（镇、

办）法律服务站全部挂牌运行。
深化农村改革，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增添新动能。统筹谋划、突出重
点、试点先行、积极推进，农村改革的

“濮阳经验”被频频点赞。濮阳是我
省唯一一个省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整体推进试点市；华龙区、范县
则被确定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县（区）。全市 1760个村完成清
产核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任务基本完成；各县（区）全部
建成农村产权交易服务中心，87个乡
镇建立交易服务大厅，围绕土地、林
地等产权开展流转和交易服务；探索
出濮阳县“政府主导型”和台前县“金
融自主型”两种“两权”抵押贷款模
式，已在全市推开。

蓝天常驻 彰显生态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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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保障 守护民生温度
简洁宽敞的综合楼、绿茵茵的草

坪、崭新的体育设施，显现着范县白
衣阁乡第二中学的“蝶变”。2017年，
该校被列入教育设施改善工程，得到
1990万元资金支持进行建设提升，为
农村学生提供良好学习环境。

“感谢市里的好政策，让我这个
下岗工人重新有了工作！”作为就业
困难人员，濮阳市民张素香被市人社
局安置到濮阳技师学院公益岗，开始
新生活。

2017年，濮阳实施全民参保登记
计划，全年入户调查23.9万余人；企业
退休人员养老金“十三连增”；高标准建
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2个、社区日间

照料中心15个、农村互助幸福院1137
个、农村留守儿童之家100所……

一组组数字和事例背后，是濮阳
聚焦社会保障，进一步办好民生实事
的铿锵脚步。

建立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联席会议
制度，制订《濮阳市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实施方案》《濮阳市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工作方案》，实现多部门、多力量的高
效联动；逐步建立覆盖城乡、规模适
宜、功能合理、综合连续、高效便捷的医
养结合服务网络，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务人员与老年人家庭签订服务协
议，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便捷高效的
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

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和公共就业信息平台，加强就业技
能培训、就业信息服务和就业援助，实
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累计培训
21万人次；实施创业带动，搭建创业孵
化平台扩大就业规模，全市累计建成
各类创业园区26家，其中省级创业园

区5家，占我省总量的八分之一，农民
工返乡创业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创新
实施“六单式”培训模式和定点培训机
构分级管理模式，以“58到家”濮阳培
训基地为龙头，打造技能培训新品牌。

大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城区
“流动书屋”、村级综合公共文化服务
中心、“书香单位”“书香校园”“书香
社区”“书香家庭”等为主阵地，倡导
全民阅读，打造“书香文润之城”；以
满足市民需求为出发点建设智慧城
市，优先推进见效快、公众关注度高
的交通、医疗、教育、环保等“云平
台”；稳步推进市城区路网建设，农村
公路建设超额完成目标，通过运营共
享单车、修建公共停车场等方式打通
市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
群众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却是濮
阳市委、市政府倾情付出的一桩桩“大
事”。民情、民愿的“回音”不落空，濮
阳的明天更美好。③９

百姓期盼最关情
“在深圳工作的女儿一直想接我和

老伴去那里生活，我们始终没答应。”市

民董清泉在濮阳工作生活了 30多年，

他不愿离开的最大原因，是看到“改变”

带来的幸福：断头路通畅了，“酱油色”的

河水变清了，越来越多的公园、绿地与

蓝天白云如影随形，城市的“颜值”与浓

厚的文化气息交相辉映……

致力于经济赶超发展的同时，关乎

民生福祉的城市软实力建设同样如火如

荼。近年来，濮阳市委、市政府从群众最

关心的问题入手，坚持发展为了群众、发

展依靠群众、发展成果由群众共享，切实

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一系列惠民政策得以实施，一系列

为民承诺变为现实，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不断得到满足。一幅幅生动的民生

画卷，蕴藏着濮阳百姓满满的获得感。

每天清晨，家住濮阳市城区的
金先生都会陪母亲走过绿树成荫的
街道，去离小区不到 500米的濮水公
园散步。“以前，年迈的母亲一直在农
村老家独居。她觉得城市环境不‘给
力’，待不上半个月就要回去。现在，
濮阳城区树木茂密，天蓝水清，母亲
住得十分舒心。”金先生说。

濮阳地处黄河故道，脆弱的生态
环境一直是民心之痛。濮阳市委、市
政府坚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深
化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开展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建设生态文明为民生“加
分”。2017年，濮阳PM10年均浓度降
幅居全省第1位，PM2.5年均浓度降至
每立方米64微克；优良天数209天，增
幅居全省第一位；河流出境断面水质

全部达标，2017年全省水污染防治考
核获得优秀。

凝聚“铁腕”之力动真碰硬。《濮阳
市马颊河保护条例》《濮阳市全面推行
河长制工作方案》《濮阳市环境空气质
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等先后出台，提
供制度支撑；成立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指挥部，明确全市各级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市直28个
行业主管部门大气污染防治责任清
单，将污染防治任务逐项细化分解；成
立 10 个环保督查组，督促县（区）党
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对环保
事件“零容忍、全覆盖”。

大气污染防治是重中之重。濮
阳在全省率先开展“散乱污”企业集
中整治，取缔整治企业 5179 家，淘

汰高耗能落后企业 18 家，拆除改造
燃煤锅炉 621台，削减煤炭量 125万
吨；出台《濮阳市环境网格化监管方
案》，构建全区域覆盖、全天候监管
执法的四级网格监管体系；深化工
业污染防治与强化扬尘污染管控并
行并举，建立动态管理清单，从源头
持续强化治理。

水污染防治紧抓不懈。濮阳积
极推进市城区河道综合整治，开展入
河排污口集中整治、河道上游工业企
业污染整治等专项行动，全面实施城
区河道日常保洁工作；加强市城区黑
臭水体治理，与畜禽养殖污染治理、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同步开展；深化工
业污染防治，全市省级以上产业集聚
区均配套建成工业废水集中设施。

扶贫车间让群众在家门口打工。

班家耕读小镇展现农村新面貌。

彩跑活动展现多彩人生。

市民生活幸福恬静。

濮阳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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