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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白天鹅飞临黄河湿地栖息越冬，已成为三门峡的新名片。 张明云 摄

11月5日，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现场会在三门峡市召开，会议对三门峡
市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作为全省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
多、任务最重的省辖市，三门峡市扎实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截至2018年
10月底，全市已建成易地搬迁集中安
置点194个，18959户、65934人全部

实现搬迁入住，提前两年完成“十三
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为了确保“搬得好”，三门峡市大力
开展“政策进百村入万家”活动，确保政
策宣传精准；坚持“三统筹、两限定、十
一步程序选定”，确保搬迁对象精准；严
格按照靠城、靠镇等“四靠”原则，确保
落实安置方式精准；严格资金使用监督

管理机制，确保资金使用精准。
“搬得好”更要“稳得好”，三门峡

市扶贫办主任王跃文说：“为了确保能
致富，抓实每户1人稳定就业专项工
程，保证搬迁户每户至少有3项稳定发
展的脱贫产业覆盖，通过直接帮扶、企
业帮扶等8种带贫模式，确保实现易地
搬迁与产业扶贫的有机融合。”

紧盯目标“靶心”推进易地扶贫搬迁

三门峡市脱贫任务十

分艰巨。近期以来，该市坚

持强化党建引领，凝聚脱贫

攻坚合力，从而让具有三门

峡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越

走越宽广。

2012 年 贫 困 发 生 率

14.8% ，2013 年 13% ，

2014 年 10.47%，2015 年

8.43%，2016年 7%，2017

年 5.46% ……2017 年 11

月，全国金融扶贫现场观摩

会在三门峡市召开。金融

扶贫的“卢氏模式”和“陕州

扶贫”模式叫响全国。

坚持问题导向 建设金融扶贫体系
“我们把菌棒先赊给农户，纯利润

五五分成。”11月23日，卢氏德海菌业
总经理张海庆对记者说，他们正是趁
着“政银企”模式的金融扶贫便利，最
终获得了2.1亿元贷款注入。

德海菌业是三门峡建设金融扶贫
体系的一个缩影。2017年年初，针对

“全市因缺资金致贫占全部贫困户数
量的7.96%，有贷款需求贫困户34264
户”这一现状，三门峡市坚持问题导

向，创设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防
控、产业支撑“四大体系”，为全市脱贫
攻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三门峡市金融办主任康平森介
绍，通过专设机构、专设人员、专设经
费，实现了“县有服务中心、乡有服务
站、村有服务部”的全覆盖。截至
2018年 10月底，全市累计发放户贷
户用小额扶贫贷款 20860户、8.82亿
元，户贷户用累计户贷率33.28%。

三门峡建立了服务体系监控、项
目资金监管、保险跟进防范等“六大
机制”，以确保最大限度降低贷后风
险。据介绍，2017 年以来，三门峡
市、县两级财政共安排金融扶贫风险
补偿资金1.52亿元，有效激发了金融
机构助力扶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017年以来，共实施产业项目 667
个，加速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康平
森说。

创新“三变机制”帮扶深度贫困群体
三门峡大胆创新，率先在全省探

索深度贫困群体资源变资产、资金变
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大“三变”和死钱
变活钱、输血变造血、保底变保富的
小“三变”机制，探索深度贫困群体

“分类分地集中供养、托养”的新举
措，以确保兜底人口生活有保障、有
尊严，共享脱贫攻坚成果。

在脱贫路径方面。一是盘活各类
生产要素，实现“死钱变活钱”，将承包
地经营权、林权通过出租、转包等形式
增加收益。全市2017年新增扶贫资金
中，有7174万元投向深度贫困地区。

二是建立完善带贫机制，实现“输血变
造血”。引导致富党员、经济能人等帮
带深度贫困户，加快扶贫培训就业基
地、扶贫产业就业基地、产业扶贫增收
大棚建设，提高深度贫困群众的自力更
生能力。截至2018年10月底，全市试
点乡镇共引导致富党员、经济能人、回
乡创业人员等带贫主体1295名，帮带
深度贫困户户均增收2500元。

与此同时，三门峡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全力实现“保底变保富”。三门
峡扶贫办主任王跃文介绍，集体收入
所得收益部分用于扶持深度贫困户，

同时启动熔断机制，防止因资产资金资
源流失返贫。截至2017年年底，试点
乡镇每个村集体收入平均增长5.2万
元，深度贫困户共获得分红52.6万元。

三门峡市民政局局长李黎明告
诉记者，依托村级互助幸福中心、专业
医疗场所，集中护理一批老人与病人
等特困人员，集中设置供养和治疗点，
护理服务人员工资、设施配备及日常
运营费用等由市、县财政统筹支出。
目前6个试点乡（镇）已经基本具备集
中供养条件，力争2018年年底全市深
度贫困群体基本实现政府兜底保障。

以脱贫攻坚统揽发展全局
为中原更加出彩
贡献强劲三门峡力量
——访三门峡市市长安伟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设置幼儿园等设施，让村民乐享新生活。 张明云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改革开放 40 年来，特别是
1986年重新升格为地级市以来，我
们牢牢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艰苦
创业，砥砺奋进，书写了转型发展的
壮丽华章，三门峡这片古老的土地焕
发出了勃勃生机。”三门峡市市长安
伟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安伟告诉记者，三门峡从40年前
一个省际边缘的小县城逐步成长为豫
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中心
城区扩大了14倍，生产总值增长65
倍，平均不到5年翻一番，人均生产总
值增长52倍，即将突破1万美元大关；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67倍、198倍，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
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成为黄河金三
角地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最高、人均
实力最强、人均收入最多的城市。

安伟说，三门峡不仅长“大”了，
最近这几年还长“壮”了，核心竞争力
显著提升。三门峡紧紧围绕转型发
展这一主题，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和城市转型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初
步建立，形成了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
亿元的黄金产业集群，近500亿元的
铝工业、煤及煤化工产业集群，近200
亿元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和建材产
业集群，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
药等战略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构建了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双轮驱动、齐头
并进的发展格局。城市转型持续深
化，政府管理创新不断提升，在全省
率先启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形
成用大数据决策、管理、服务、发展等
为一体的城市管理经营新模式，城市
管理高效便捷，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成为宜居、宜业、宜创的现代新城。
开放平台更加完善，三门峡海关、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铝及铝质检中

心、进口铜精矿国检试验区等一批国
字号通关机构相继落户，打造形成较
为完备的开放平台，成为中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新高地。

安伟表示，今后三门峡要致力
于让城市长“靓”，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努力推动
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目前全
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50.7%，居全省
第一位。越来越多的白天鹅飞临黄
河湿地栖息越冬，已经成为这座城
市的新名片。我们守住了“蓝天绿
水好空气，青山绿水白天鹅”，正在努
力推动城市从资源型向生态型跨越
的华丽转身，颜值增高、气质更好。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安伟表示，
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指导河南提出的“四个着力”、打好

“四张牌”的重要指示，按照省委对三
门峡提出的建设省际区域中心城市
的目标定位，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和高
质量发展要求为引领，进一步提站
位、强优势、促转型、扩开放、补短板、
抓整改，聚焦产业转型打造“五彩三
门峡”，发力“三次创业”，建设“三地五
中心”，全力推进转型创新发展，建设
一个更加出彩美好的三门峡。③4

文/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刘晓玮

三门峡从 40年前一个省
际边缘的小县城逐步成
长为豫晋陕黄河金三角
区域中心城市，人民群众
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不断提升。

三门峡市把抓好基层党建作为
“牛鼻子”工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更加坚强的组织保障和更加充足
的动力支撑。

该市出台的《在全市农村实施“三
年强基工程”的意见》，重点围绕阵地
建设、群众满意等方面打造“五星党支
部”，目前该市“五星党支部”占比已达
到 1/4；市财政每年投入 3800 余万
元，不断加大村级经费支持力度。

为了建强脱贫攻坚“生力军”，三
门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云波介绍，
按照“双强双思双责双优”标准，配齐
配强农村党支部书记。共选派驻村
第 一 书 记 389 名 、驻 村 工 作 队 员

1150 名，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在
全省创新开展“农村党员积分管理”
活动，将党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日常
表现实行量化管理，形成了“党带群、
富带贫”的良好氛围，“三门峡市的农
村党员积分管理工作，在 2018 年 4
月全国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
会上作了典型发言。”王云波很自豪。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三门峡大
胆创新扶贫队伍“责任制”，率先在全
省对所有贫困村和脱贫攻坚任务重
的非贫困村建立了“脱贫攻坚责任
组”制度，由乡（镇）副科级干部任组
长，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驻村工作队长、党员能人

和经济能人为成员，责任组吃住在
村，不脱贫不脱手，有力凝聚了“领、
扶、帮、带”各方力量。

三门峡还积极探索“党建+电
商+扶贫”模式，把支部建在电商上、
建在产业链上。2017 年，全市发展
涉农电商 2100余家，先后引进阿里
巴巴等 16家电商平台，交易额突破
了10亿元。

“我们要继续坚持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下一步将把提
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到 2020
年贫困区域和贫困群众同全市人民
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三门峡市
委书记刘南昌坚定地表示。③4

强化党建引领 凝聚脱贫攻坚合力

陕州地坑院景区特色旅游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本报资料图片

近年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搬进新居，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
善。这是渑池县洪阳镇柳庄村易地搬迁安置点。 新华社发

截至2018年 10月底

已建成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

194个

18959户 65934人
全部实现搬迁入住

提前两年完成“十三五”期间
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累计发放户贷户用小额扶贫贷款

20860户 8.82亿元

户贷户用累计户贷率

33.28%

试点乡镇共引导致富党员、经济
能人、回乡创业人员等带贫主体

1295名

帮带深度贫困户户均增收

2500元

截至目前，三门峡共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

389名

驻村工作队员 1150名
实现了贫困村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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