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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移民发展铺平道路

建设美好移民村 添彩中原奔小康
——写在全省征地移民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上接第一版)

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我省移民群众搬
离家乡，重建家园，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为了
让移民群众能发展、可致富，省移民办在全省开
展“美好移民村”建设，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积
极实施移民乡村振兴战略，一批移民村成为美丽
宜居乡村，广大移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的大路上昂
首阔步，向着美好生活的愿景奋力前行。

改革开放以后，我省水利建设走上快车道，大
型水利工程接连上马，水利移民不断增加。其中，
尤以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最为引人瞩目。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后，
因淹没影响我省南阳市淅川县土地 21.76万亩，
搬迁移民 16.54万人，安置到省内 6个省辖市 28
个县（市、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移民搬迁工
作，全省动员，全社会参与，建设移民新村208个，
调整生产用地21万亩，实现了“四年任务、两年完
成”的搬迁目标，创造了水利移民奇迹。

去年 11月 15日，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
区移民工作顺利通过国家终验技术验收。验收
组认为，河南省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任
务已经全部完成，移民居住环境大为改善，生产
生活水平得到恢复和提高，实现了“搬得出、稳得
住”的阶段性目标，社会总体稳定。

通过国家终验技术验收，标志着我省全部完
成了丹江口库区移民安置任务，实现了移民“搬
得出、稳得住”的阶段性目标，而移民能否实现

“能发展、可致富”目标，则是后续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也是后续发展中的难题。

省水利厅副厅长、省移民办主任吕国范辩证
分析了移民进入后续发展阶段后，移民工作呈现
出“一个不变”和“三个转变”的新特点，“一个不
变”是移民工作艰巨繁重的基本态势没有变化;

“三个转变”是移民工作重心发生了三个阶段性转
变，即由集中攻坚向常态工作转变，由直接管理向
简政放权转变，由探索试验向精细精准转变。

“年好过，春难熬”。一位基层移民干部说，
而移民搬迁就像过年关，移民的后续发展就像熬
过荒春一样艰难。轰轰烈烈的集中攻坚行动，转
变为细水长流的常态化监管。

移民永续发展需要稳定健全的制度来保
障。“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灵魂。”常态的
移民管理工作必须强化制度保障，让各项工作走
上规范化、法制化道路。各地探索出的成功管理
经验也迫切需要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
省移民管理工作的遵循。为加强后扶资金和项
目管理，我省先后出台了后扶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后扶项目管理办法，在项目申报、审批、实施
和项目库建设等方面进行了规范。

推行阳光政务，把权力关进笼子。省移民办
统筹稽查、审计、监测评估等各项监督手段，提出
监督成果共享，实现监督效率最大化，完善并整
理汇编了征地移民财务管理有关制度，将权力关
进制度笼子，确保了移民项目、资金和干部安全。

推动基础政策的立法进程。围绕征地补偿
和移民安置条例，结合我省工作实际，积极开展
了移民安置立法工作，《河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
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实施办法》
先后通过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即将以省
政府令印发执行，我省移民立法走在全国前列，
实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突破。

移民工作任务繁重的基本态势将持续存在，
移民管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进程需要进一步加
强。在建的大型水库正在搬迁安置移民，出山店
水库完成搬迁 3.86 万人，前坪水库搬迁 1.35 万
人。目前正在组织天池、洛宁、五岳三个抽水蓄
能电站征迁工作。去年 12月，省委、省政府召开

“四水同治”动员大会，10项重大水利工程将陆续
启动，水利事业迎来重大发展机遇，为保障水利
工程顺利组织实施，水利移民工作任务仍然艰巨
繁重。

“一批打基础、管长远的制度框架得到持续
完善，不仅为全省移民后期发展提供了制度保
障，也必将为新建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提供重
要遵循。”省水利厅厅长孙运锋说。

2 创新服务：后期扶持持续发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党的十
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
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
也在农村。在致富奔小康的路上，移民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则更为突出。移民离开故乡后，原
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突然改变，生产资
源需要重新整合，生活水平暂时受到影响，社
会关系需要重新调整。

在移民搬迁之后，全省移民系统就积极实
施“强村富民”战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
我省提出实施移民村振兴战略，以“美好移民

村”建设为统领，推进移民村振兴，南水北调移
民人均收入从搬迁前的4200元增长到去年的
12393元，初步实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可致富”的移民安置目标。

在移民后期扶持方面，我省采取多种措
施，创新扶持政策，积极支持移民发展，强力推
进移民扶持项目，不断改善移民生活。

我省积极创新移民资金使用模式，把移民
后期扶持资金作为集体资金，打捆投向生产项
目，将集体项目“蛋糕”做大，移民稳定获取租
金收益，实现集体经济壮大和移民群众资产性
收益双赢。

中牟县北沟石井村用移民资金建成奶牛
舍和生态莲藕基地，入股企业，每年向移民村
分红近 50万元；社旗县马蹬村投资的仿真花
业、鞋面加工、肉鸡养殖等产业，村集体年收入
50余万元。

省移民办联合银行推出“移民贷”产品，利
用移民资金设立担保基金，给予移民担保贷款
和贴息支持，为移民创新创业注入了强大动
力。大力扶持移民企业挂牌上新三板、“四
板”，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带动移民发展。目
前，全省重点移民村大部分都有了集体收入，
个别村集体收入达200万元；已有9家移民企
业成功在“四板”挂牌。

各地移民部门集中资金持续支持美丽宜
居移民村建设。“由于修建石门水库，我们搬迁
到了现在的临淇镇南庄村，现在村民的生活是
一天比一天好。”4月 9日，林州市临淇镇67岁
的移民张陆生说。

林州市移民办近年来连续组织移民扶持
项目，加大对南庄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投资
130万元硬化村内道路 4公里，安装太阳能路
灯200多盏对村内实施亮化，又投资购买龙爪

槐1400多棵进行村庄绿化。2017年，南庄村被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命名为“美丽宜居示范村”。

建设“美好移民村”，产业兴旺是基础。
叶县昆阳街道办事处圪垱店村通过种植芦
笋，近年来移民收入迅速增加。“一亩地芦笋
每年纯收入有五六千元，一年大概能挣一二
十万块钱。”4月 9日，正在地里收获芦笋的王
军正说，他种植芦笋40亩，今后要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

在叶县移民局积极引导下，村里成立了
芦笋种植合作社，与芦笋加工公司签订了种
植销售合同，公司负责统一技术指导，如果市
场低迷，公司以每斤 3.5 元托底收购，解决了
种植风险。如今全村种植芦笋发展到 1200
亩，家家户户种芦笋，本村土地不够用，村民
就去邻村流转土地，芦笋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宝贝。

3 产业振兴：移民村走上致富路

臻头河流过确山县瓦岗镇时，就像“几”字
把常庄行政村分成两大部分。在常庄村下游
30公里处，就是薄山水库。薄山水库蓄水后，
淹没了村里170多亩耕地。

常庄村有7个自然村1184口人，其中153
户 538人因水库蓄水成为水利移民。铁佛寺
村民组76岁的王书香老人一家就是移民。铁
佛寺村内，河两岸安装了木栏杆，沿河的道路
干干净净，临河人家的墙绘作品辉映着村落
美景。

王书香老人每天沿着河边散步，她的大儿
子杨水龙已经 56 岁，就在村上的温室里忙
碌。“各种农业机械和铲车，我都会开，公司每
月发工资4000块钱。”杨水龙说。他说的公司
就是驻马店市九清源美丽乡村建设开发公司。

在确山县委、县政府主导下，该公司计划
在4平方公里范围内投资 6亿元，把常庄村打
造成“驻马店-确山-竹沟”旅游带上的明珠。
目前已经初步建成了高效农业科技园、采摘园
和栗园餐饮区、观赏区、商业区。

在投资300多万元兴建的玻璃温室内，西
红柿、辣椒在早春季节，生机勃勃。在臻头河
岸上的餐饮区，栗树下17座小木屋已经落成，

这些别致的木屋供游客就餐。餐饮区的收入
将有 20%交给常庄村委，作为村集体经济收
入，用于移民村发展。

“平常过周末，来俺村上玩的人可多了。”
王书香说，她从2017年 5月起，每个月可以从
九清源公司领到 150元生活补贴。这是公司
为常庄村 65岁以上老人发放的生活补助，全
村264名老人，人人有份。

“我们的基本建设都已初具规模，常庄村
完全变成了生态美丽的宜居宜游乡村。”九清
源公司总经理周金钟说，来村上旅游的客人络
绎不绝。

像常庄村这样，依托山水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的移民村在全省不在少数。省移民办在全
省筛选了 56个移民乡村旅游试点村，经过大
力培育，全省近 20个移民村旅游产业初具规
模。许昌长葛市秋庄村鑫亮源生态旅游园被
评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安阳市化象村投资
9000多万元打造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被原
国家旅游局命名为全国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三门峡灵宝市后地村被原农业部确定
为“美丽乡村”创建试点；安阳市殷都区英烈村
被原农业部评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我省开展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中，有
110个移民村被定为示范村。

全省各地在扶持移民村发展上，着力培育
主导产业，打造“一村一品”，打造移民品牌。
襄城县张庄村被原农业部评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灵宝县盘西村的盘龙红梨产业成
为全国集中连片规模最大的红星梨基地；孟津
县打造了爱宕梨、软籽石榴等8大移民果蔬产

业基地，并注册“黄河移民”商标，形成产、供、
销一体的移民产业服务体系。

“原来我们这山坡地种小麦亩产一二百
斤，每亩地收入不足 500块钱，现在各家各户
都种软籽石榴，每亩地收入超过了两万块钱。”
孟津县小浪底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荆进说，全
村目前发展软籽石榴 1000多亩，205户村民
中有160多户购买了小轿车。

4 党建引领：移民村庄党旗飘扬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
素。为顺利实施移民村振兴战略，必须打造一
支强有力的移民干部队伍。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提出，要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建设强有力的
移民干部队伍，全省移民系统开展了“四比四
化五提升”活动，即移民干部职工比学习、比奉
献、比创新、比绩效，移民工作实现制度化、规
范化、超前化、精准化，全系统上下要提升责任
担当意识、创先争优意识、务实重干意识、统筹
协调意识、遵纪守规意识，通过活动的持续开
展，我省移民系统干部作风明显改善，工作效
能持续提升。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抓好移民村
基层党建工作，对于移民村发展十分关键。孟
津县小浪底镇石门村的党支部，在移民村发展
中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

产业发展最重要的是选好项目。省林业
专家到孟津县小浪底镇石门村授课，软籽石榴
进入村民视野。村党支部组织村民代表前往
荥阳学习后，决定发展软籽石榴。有群众担

心，苹果五六块钱一斤还不好卖，软籽石榴一
斤卖十来块钱，谁要啊？党支部针对村民疑虑
耐心做好解释工作。

2009 年，石门村第一次种下 5万棵石榴
树苗，想不到天气持续严寒，树苗全部冻死。
迎头打击让不少村民心灰意冷，种石榴的热情
顿时消散。村党支部认真研究后，决定由党员
干部带头，继续种植软籽石榴，把冻死的树苗
砍掉，树根冻坏的重新补栽。到2012年，石榴
挂果，每亩地产石榴 3000斤，毛收入 3万元，
大家种石榴的热情一下子高昂起来。

看到村党支部一班人组织村民学技术、跑
市场，日夜操劳，无怨无悔，给村庄带来了巨大
变化，年轻人纷纷向党组织靠拢。“我也要入
党，像村党支部的党员一样，为大家多办好事，
多办实事。”今年31岁的陈栋栋最初就是抱着这
样的心态，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三年前入了党。

党支部委员不仅自己致富能力强，带动村
民致富能力也要强。在林州市临淇镇南庄村，
全村从事建筑业的老板有 30多位，其中不少
党员表现尤其突出。全村七八百名村民跟着

他们走南闯北搞建筑，其中有100多名在境外
就业，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去，每年
劳动收入在10万元以上。

党员致富后，不仅带动村民致富，还主动
回报乡亲。党员王栓学 1999年到去年年底，
14次为南庄村公益事业捐款 65万元，党员张
宝仓捐款61.3万元。

新郑市薛店镇观沟村移民来自渠首淅川，
村上由共产党员牵头成立民事调解委员会，积
极化解邻里纠纷，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多
年来，村民邻里和睦，没有发生一起治安事件。

“乡村振兴不仅要求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还要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观沟村
文书李红军说，村上还经常组织好儿媳、好婆
婆评比，村民生活富裕了，孝敬老人的生动事
迹也越来越多。

“推进社会治理，促进乡村振兴，各级党组
织要做坚强堡垒，广大党员干部要走在前列。”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刘正才说。

在党组织带领下，移民村基层治理逐渐完
善。我省积极探索移民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构

建起村党支部领导、“两委”主导、“三会”（民主
议事会、民主监事会、民事调解委员会）协调、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法制保障的基层社会治理
新格局，激活了村级社会治理细胞，移民村治
理更加有效。

从太行山下，到淮河之滨，从山明水秀的
库区周边，到紧邻都市的移民新村，鲜红的党
旗，始终在村头高高飘扬。

在各级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移民
系统积极实施移民村振兴战略，推进美好移民
村建设，移民管理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
化道路，后期扶持政策得到贯彻落实，产业扶
持措施扎实有力，广大移民初步实现了能发
展、可致富的目标，收入稳步提高，移民群众日
子越来越红火，移民村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走在了前列。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全省水利移
民干部将团结一致，努力拼搏，奋力谱写新时
代全省移民美好生活的壮歌，为我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出新的力量。

本版图片均由省移民办提供

出山店水库清淮移民新村风景如画 社旗县马蹬移民村仿真花产销两旺

核心提示

兴修水库，淹没村庄，库区居民成

为移民。中原大地水利移民达204万

之多，移民如何融入新环境，拓展新生

活，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近年来，

我省持续加强制度建设，推动移民工

作规范化；创新后期扶持政策，移民生

活进一步改善；加强移民队伍建设，为

移民发展提供强大支持。全省上下以

建设“美好移民村”为抓手，实施移民

村振兴战略，全力实现移民搬得出、稳

得住、能发展、可致富，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中原更加出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安阳县善应镇化象村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苏丹共和国
水电部社会事务
司 司 长 Abde
Irahman Abdalla
Mohamed（右一）
考察新郑市新蛮
子营移民新村，
对河南移民搬迁
安 置 和 后 期 帮
扶发展给予高度
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