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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贫困人口整体脱贫、贫困县摘帽。”太康县委、县政府做出庄严承诺!

与时间赛跑，全面向贫困宣战。太康，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同心同德、创新

举措，攻坚拔寨、干字为先，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脱贫攻坚赞歌。

太康县2011年被确定为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县。截至2018年 11月底，全县共

有贫困村168个，已全部退出。系统内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830户 159189人，其中已

脱贫32055户 143953人、未脱贫4775户 15236人，贫困发生率1.03%。

今年以来，太康县围绕打好“四场硬仗”、开展“六大行动”、实施“四项工程”，下足“绣

花”功夫，以抓党建促脱贫为引领，以脱贫攻坚问题整改为抓手，全力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

实现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关键。全县念好“人口

经”和“农字经”，统筹好特优农业、扶贫车间等“十篇文

章”，建成特色种养扶贫基地 145个、扶贫车间 135个、

300千瓦光伏电站164个，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款5亿

多元，引进总投资9亿多元的扶贫项目45个，启动总投

资30亿元的水润君赵田园综合体、规划投资近70亿元

的高贤观光农业等6个田园综合体，形成了村村有扶贫

产业、户户参与扶贫产业项目、人人分享扶贫产业成果

的格局，实现产业带动贫困户 28300户 127600人，走

出了一条具有太康特色的产业脱贫路。

特色农业铺就脱贫大道。立足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特，全县发展墩豆、供港蔬菜等种植业扶贫

基地 86个。连云港玉柏旅游食品有限公司流转土地

1955亩，成为国内单片面积最大的豆丹产业化扶贫基

地。河南景泓农业发展直供港澳无公害蔬菜1000亩，

恒大高贤扶贫养殖基地饲养 700多头德州良种驴，带

动贫困群众“骑着毛驴奔小康”。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院。高贤恒大特供果蔬基地、龙曲秋葵种

植基地、转楼芦笋基地、大许寨食用菌基地、符草楼红

枫园林扶贫基地、五里口辣椒种植基地、墩豆种植基

地、舒兰家庭农场、马厂李麦园林基地、老冢金蝉养殖

基地等如雨后春笋渐次成长。

大力发展构树产业扶贫，采取“构树种植龙头企

业+构树养殖龙头企业+富民公司+贫困户”模式，打造

组培、种植、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在城郊乡、老冢

镇、板桥镇等乡镇已种植构树5800亩，链接贫困户600

余户。

扶贫车间成就打工梦想。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是贫困群众的梦想。全县运用财政和社会资本建设

“润太标杆”扶贫车间 135个，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逊母口马团辉身残志坚建设灯饰扶贫车间。符草

楼藤艺，转楼帽子加工、藤编，清集桂岗扶贫车间吸纳

贫困群众均在50人以上。大许寨洪山庙扶贫车间的外

贸服饰产品销往欧美、南非等国家；杨庙曹庄扶贫车间

生产的削皮刀走出国门赚外汇。牧原集团在太康大力

推行“5+”扶贫新模式，实现了五方共赢。

产业兴旺撑起脱贫基础1

太康：凝心聚力谋攻坚

村村成立新风协会，选举村内老党员、老教师、老干
部等德高望重、办得成事的人为会员，组织开展“脱贫示
范户”“致富光荣户”“好婆婆好媳妇”“孝贤之家”评选表
彰近万人次，遏制村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赌博、好吃懒
做等陋习，转变贫困群众思想观念。每村以村室为阵地
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今年以来组织“中国好人”“十
行百星”“脱贫致富能人”宣讲1200余次，开展实用技术
培训600多期，近5万群众参加，激发了贫困群众内生脱
贫动力。每村组建了15人以上的农民文艺宣传队，开展
活动6000多次，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学会技能展创业翅膀。太康县组织引导培训机构
因村、因人、因时施训，实现了“培训一人，持证一人，转
移一人，致富一家”。逊母口镇贫困户丁娜家庭出现变
故，丈夫去世，在村党支部的帮助下学会了按摩技术，
到郑州打工月收入3000多元。全县通过“贫困劳动力
培训”“致富带头人培训”，实现了贫困人口免费培训全
覆盖。

培育锅炉扶贫产业带，充分发挥 311国道沿线 20
多家锅炉企业优势，实施“培训+金融扶贫+就业带贫”
方式，链接贫困户 1071户，安置贫困人口就业 300多
人，免费培训贫困劳动力1200多人。

打好就业创业硬仗。探索实施“农村能人培养111
工程”（即：每个村培养100个能人，每个乡镇培养1000
个能人，全县培养 10000个能人），组织农村能人创业
带贫，依托农业资源优势，建立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3360余家，流转土地61万亩，发展经营优质辣椒、优
质花生、优质大豆、设施蔬菜、中药材、土猪等特色种养
业，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带动贫困户1.9万余人；组
织农村能人劳务输出，每村选出 2名-3名外出从事建
筑、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的农村致富能人、经纪人带
领10147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发挥农民工返乡创
业联盟、大学生回乡创业联盟的平台作用，引导鼓励农
民工、大学生、退役士兵、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创业，
今年以来有 2215名返乡创业，带动贫困群众 2.1万人
就业增收脱贫。

志智双扶激发脱贫内力2

太康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公元前 21 世纪，夏王
“太康”在此筑城定居，太康是中国唯一一个用皇帝名字
命名的千年古县。太康名人辈出，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吴广、西汉丞相黄霸、东晋太傅谢安、文学家谢灵运、女
诗人谢道韫等名人故里；是中华谢氏、袁氏、符氏、何氏
等姓氏发源地。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全国首富许家印先生老
家在太康县高贤乡。作为中国民营企业杰出代表，他先
后捐资6.6亿元在太康建成家印高中、家印初中、高贤乡
卫生院，成为太康籍成功人士回馈家乡的杰出代表。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河南光彩集团董事长赵明，
老家在太康县大许寨乡君赵村。赵明认为，回家乡做事
不只是一种自豪和光荣，更是对父老乡亲的一种回馈。
事业有成的赵明总投资 30亿元在家乡建设水润君赵田

园综合体项目，一个如诗如画的“水美乡村”即将呈现。
脱贫攻坚掀热浪，德行善捐暖人心。为构建全社会合

力扶贫大格局，6月12日，太康县“德行善捐”仪式启动。一
石激起千层浪，“德行善捐”活动点燃了太康人捐款激情。
全县累计收到社会各界现金捐款2800万元，图书50万册，
衣物2万余件，麦种300吨，捐款捐物3500万元。

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中的优势和作用，
太康县积极组织引导企业融入“百企帮百村”扶贫行动，
搭建企业参与扶贫平台，创新企业扶贫参与机制，实施

“1115”工程，即一个企业分包一个乡镇，帮扶 100户贫
困户，保证一年脱贫，巩固五年脱贫成果。县扶贫办主
任祝俊伟介绍，目前全县已有 70家企业与 65个贫困村
结成帮扶对子，投入资金 1100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96
个，5148名贫困人员受益。

匹夫担大义，万里扬高风。
高贤乡汪庄村村医陈国厂前段时间做了一件“惊人”

的事情，他把投资600万元建起的医养院无偿捐给了国家，
自己和家人仍住着漏雨的平房。

荣获河南省第八届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提名奖
的王永兴创办医院，发挥医院优势，送医送药下乡，每个
月定期组织4场。同时主动承担200户因病致贫贫困户
的医疗救助问题。

板桥镇轩堂村农民轩来运以前和老伴在新疆以捡破
烂和打零工为生，如今在老家种地。虽然家境不富裕，但
他在“德行善捐”中个人捐资2万元。

“一个好人，就是一面旗帜。”县文明办主任张照营说
起“太康好人”如数家珍。太康县常营镇沙庄村尚守凌医
者仁心，20年累计捐款捐物500余万元回报桑梓，光荣入
选中国好人榜。朱口镇“中国好人”王勇10余年捐资近千
万元。王勇还建起中药材扶贫基地，带领乡亲奔小康。

太康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谢成营感言：如今的太
康，在一个个好人事迹的感召下，正能量在传递，人间
大爱在升华，从城市社区到普通农家，从少年学生到耄
耋老人，一颗颗滚烫的爱心正温暖着全县的每个角落，

“好人现象”已成为亮丽的“太康名片”，成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力量！

●● ●● ●●

凝聚社会力量助力精准扶贫3

“好人现象”擦亮“太康名片”4

冬日，在太康县马厂镇撞寨居村联养点，老人们晒
着太阳聊着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一住下我不想走了，这里条件好，屋里干净，有新铺
盖，吃得好，一天三顿包子、饺子、胡辣汤、面条、炒肉片不重
样。”撞寨行政村65岁的五保户李济学无儿无女，家里有两
间破瓦房，一天做一顿饭，饥一顿饱一顿的。刚开始他不
想来，到撞寨居村联养点一看，觉得不错。李济学由衷地
说：“镇里领导经常来看我们，给我们送吃的、送穿的，村支
书李国强还亲自给我们理发，我是住在这不走啦。”

农村特困人员如何养老？“五养模式”提供了“太康
样本”！

为实现2018年脱贫摘帽，太康县大胆创新，通过建
立组织，完善激励机制、保障机制、责任机制，按照“一户
一策、一人一法”原则，实施集中供养、亲情赡养、社会托
养、居村联养、邻里助养“五养模式”，结合特困人员实际
选择适合的供养方式，破解了农村特困人员的脱贫和养
老难题。

集中供养。县财政投资2600万元对16个乡镇敬老
院提升改造，将3个乡镇闲置学校改建成敬老院，配齐基
本供养设施，进行美化、亮化、绿化，扩大接纳容量；明确
乡镇民政所所长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亲情赡养。对危房户、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选举村内
德高望重的人为会员，村村成立新风协会，采取入户座谈
等形式，与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直系亲属谈心，将老人主
动接回家中“合锅同住”。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村民代

表大会公认，签订亲情赡养协议，村新风协会跟踪监督。
社会托养。失能半失能人员既需要日常照护又需

要康复治疗，乡镇敬老院缺乏医疗能力无法接纳；公办
医疗机构受体制影响可以进行康复治疗，但无法日常照
护。太康县组织规模大、条件好的民营医院成立医养结
合养老院集中托养。

居村联养。针对难舍故土又无亲人赡养的特困人
员，太康县把村中闲置庭院等资源改建为村级敬老院，
配齐生活娱乐设施，从居住村贫困户中选聘供养责任
人，照顾老人生活。

邻里助养。针对无亲属赡养人又不愿接受集中供养
的独居特困人员，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引领作用，弘扬农
村新风，提倡邻里助养，采取政府补贴、志愿服务、开发村
级公益性岗位等形式对特困人员开展邻里照护服务。

截至11月底，太康县共改造建设19所乡镇敬老院、
1所社会福利院、6所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机构、29个居
村联养点。全县 9760名特困人员中，集中供养 798人，
亲情赡养7051人，社会托养355人，居村联养803人，邻
里助养323人，“五养”率达到95.59%。

“‘五养模式’是太康对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一种有益探索和创新，旨在破解农村特困人
员的脱贫和养老难题，同时以此为载体，传承中华民族
尊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推动乡风文明的提升，为
国人养老提供一个可持续、可复制的‘太康样本’。”太康
县委书记王国玺介绍。

太康县坚持三级书记抓脱贫，严格落实县、乡、村三
级党组织书记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层层签订军
令状，层层传导工作压力，有力推进全县脱贫攻坚的总
体进程，探索出了“党支部+返乡创业成功人士+贫困户”
等多种扶贫模式，为全县贫困群众稳定脱贫提供了“太
康智慧”。

夯实筑牢脱贫攻坚基层战斗堡垒。坚持脱贫攻坚
“四大战区”党委负责制，指定22个有实力的县直单位为
22个乡镇帮扶牵头单位，公开选拔230名副科级干部任
驻村工作队队长，选聘168名大学生扶贫志愿者、168名
贫困人员充实到驻村工作队，在全县精准选派210名优
秀干部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选优配强村“两委”班
子，全县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比率达到
82%，提升了基层组织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组织
开展以“大走访、大宣传、大落实、大提升”为主题的脱贫
攻坚“百日会战”和“双月决战”，下达1号、2号、3号作战
令，明确30项作战任务。县委书记带头遍访贫困村，乡
镇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遍访贫困户，做到全县贫困村
和贫困户走访全覆盖。

积极发挥党员干部推动脱贫攻坚的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激发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的斗志，太康县强化了76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打造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28个，39000多名党员充分发
挥党建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引领、带动和保障作用，有
力助推了脱贫攻坚的步伐。

筑牢一个堡垒，组建四支突击队，打造八大党员先
锋岗，马厂镇“148”党建模式，让村党支部在脱贫攻坚阵
地“强”起来，让党旗在脱贫攻坚阵地“飘”起来，让党员
身份在脱贫攻坚阵地“亮”起来，为农村党员发挥作用助
推脱贫摘帽提供了有效载体。

八个党员先锋岗分别为：产业带贫党员先锋岗、转
移就业党员先锋岗、政策宣传党员先锋岗、清洁家园党
员先锋岗、倡树新风党员先锋岗、矛盾调处党员先锋岗、
治安巡逻党员先锋岗、志愿服务党员先锋岗。全镇862
名党员在八大岗位中亮出党员身份，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26名流动在外创业有成的党员，在村党支部的号召
下，带着项目资金返乡回村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脱贫。

林洼村在温州打拼多年的党员李广强2017年回村
入驻扶贫车间发展服装加工产业带贫31人。党员李和见
回乡创业成立和见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发展绿化
苗木3200余亩，带动周边贫困群众126户增收脱贫。

走进新时代，不负新使命！如今，太康产业集聚区
被评为河南省十佳创新型产业集聚区。纺织服装综合
生产能力居河南省县级排名第一位，“太康纺织”形成

“全国有影响的差异化纱线生产线”等集群效应，被中国
棉纺织行业协会授予“中国纺织名城”称号。“太康锅炉”
品牌价值评估为 34.3亿元，进入区域品牌价值评价百
强。太康是“中国诗歌之乡”，还是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太康道情剧种的发祥地，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

“中国道情之乡”。太康涌现“中国好人”47名，位居全国
县级第一名，被誉为“好人之城”。一个和谐文明的新太
康正呈现在世人面前。

“我宣誓，志愿参加脱贫攻坚战，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
号召，认真履行脱贫攻坚职责，扶贫帮困，奋勇争先，为
全县决胜 2018年脱贫摘帽奔小康贡献自己的力量，在
脱贫攻坚战中，不获得全胜决不下战场，请党和人民检
阅。”2017年 12月 1日，太康县四个班子领导、县直机关
单位全体班子成员、22个乡镇全体班子成员、扶贫办主
任、全县驻村第一书记、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工作
队队长、建档立卡贫困户代表在太康县人民广场庄严宣
誓，太康县县长李锡勇领誓。

“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到了冲锋冲刺、决战决胜的关
键阶段。太康，举全县之力向贫困发起‘总攻’。太康，
正以矢志不移的鲜明态度、不胜不休的坚定决心、坚韧
不拔的顽强斗志，拿出决胜的劲头攻下‘最后的贫困山
头’。”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表示。

放眼当前，太康跨越发展之舟风帆正举；拥抱未来，
太康全面小康蓝图锦绣万千！

文/图 郜敏 马治卫

党建引领助力脱贫攻坚6

“五养模式”破解特困人员养老难5

太康县“德行善捐”启动仪式现场

太康纺织业高歌猛进

太康锅炉畅销海内外

太康县老冢镇豆丹养殖基地

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