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梅

5月 9日，喜讯从郑州传来：息县与河南其他32个兄弟县一起，成功实现脱贫摘帽，退出省定贫困县

序列。

濮山拱翠，淮水欢腾，千年古息展新颜。鼓舞人心的消息像初夏的阳光一样，照耀着息县1892平方

公里的每一寸土地，113万息县干部群众，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息县县委书记金平坦言：“只要扛稳政治责任，树牢敢打能胜的信心，坚定一鼓作气的决心，真抓实

干、精准施策，脱贫攻坚就一定能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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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息县项店镇康和西街的河南行路
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楼上楼下一
派繁忙景象。

企业负责人许士亮告诉我们，在县里
产业政策的支持和培育下，他们仅在项店
镇就建起了 3个生产基地，在全县设立了
十多个“扶贫车间”，公司可年生产 60万套
户外帐篷，年销售额达8000万元。通过产
业带动贫困户83户 140余人，吸纳58名贫
困人口就业，每人每月收入2000元以上。

而这只是息县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息县立足产粮大县的资源优

势、生态优势，深入推进中国生态主食厨房
发展战略，积极培育支柱产业，建立“多彩
田园”产业扶贫基地，发展特色种养产业
园，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绿色食品、服
装加工等企业做大做强，在乡村建设“多彩
田园”示范工程 263个，弱筋小麦、优质粳

稻、香稻丸等一批农业示范基地逐步壮大，
逐步形成阿尔本制衣、天创服饰、思进淀
粉、岭南健康食品、息半夏等 5 个专业园
区，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

河南豫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充分
利用种植红薯的农业资源，与东岳镇、岗李
店乡、杨店乡等乡镇签订 4 万亩订单合
同。依托在乡镇建立淀粉加工基地，直接
吸收农村劳动力和贫困人口200人。白土
店乡魏寨村图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孙国
栋，大学毕业后与同乡同届的两位同学冯
伟、马豪一起回乡创业,流转 300 余亩土
地，在农业科研院所的支持帮助下，通过提
供种子、提供技术、免费培训等形式，引领
20多户农户种植息半夏，用个大、质优、含
量高的息半夏打开多家中药供应商的“大
门”，使特色中药材种植享誉全国。

他们同时引导贫困群众自主发展特色

产业，出台政策鼓励能人返乡创业，采取
“创业+扶贫”模式，吸纳贫困人员在家门口
务工。引入技术含量低、易操作的服装、小
饰品、仿真花等来料加工项目，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端稳“饭碗”，让留守人员不出村
就能赚钱。已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
8681 户 4.14 亿元、到户增收资金 8867 户
2862 万元，带动 11010 户贫困家庭“增收
顾家两不误”。

“回望息县走过的脱贫攻坚历程，我们
深感幸福来之不易，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眺望着奔流远去的淮
水，金平坚定地说，“脱贫摘帽只是阶段性
胜利，乡村振兴任务更加艰巨，全面小康才
是奋斗目标。我坚信，世上就没有过不去
的‘火焰山’！只要我们不忘初心见行动，
牢记使命勇担当，所有艰难险阻都会被我
们踩在脚下。”

濮山拱翠淮水欢
——息县打赢脱贫攻坚战回眸

“此生要做焦裕禄同志那样的共产党员。”
5月14日，在河南省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

周年座谈会上，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驻息县
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结合学习焦裕禄精神，
详细汇报了自己七年来扎根乡村，倾心扶贫的感
人事迹。

来到路口乡弯柳树村，随便找一个人，不管
是年近七旬的老人，还是散学归来的孩童，更不
用说村前村后忙个不停的农家大嫂大哥们，只要
提起宋瑞，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地夸。

从 2012年 10月，宋瑞来到了弯柳树村这个
全县有名的省级贫困村，当起了驻村第一书记。
不曾想，她这一驻至今已经7个年头。

在她的带领下，弯柳树村不仅率先甩掉省级
贫困村、“穷乱村”的帽子，而且捧回了河南省首
个“中华孝心示范村”“弘扬中华孝道示范基地”
和信阳市美丽乡村，信阳市文明村、生态村这些
沉甸甸的荣誉。2018年，宋瑞个人也荣获“全国
脱贫攻坚贡献奖”。

弯柳树人不会忘记，自打她来到弯柳树村
后，她开办起息县首个村级道德讲堂，邀请省内
外老师到弯柳树村讲孝道、讲立志、讲党的好政
策；走出去招商引资，动员爱心企业前来捐资建
厂；精准识别期间，年过五旬的宋瑞近两个月连
续加班到凌晨，连外孙女出生都没回去看一眼。

“如今的弯柳树，与往年不一般。绿树成荫水
也蓝，日子比蜜甜，遍地是歌声，到处是笑颜……”
为了记住宋瑞，村民自编快板，传唱她的艰辛付出。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艰辛付出的党员干部
又何止一个宋瑞！

息县县长袁钢在向上级脱贫攻坚考察组汇
报时动情地说：“来息县一年多，我们最大的感受
就是，全县上下都在拼，广大党员干部都以革命
加拼命的斗争精神，苦干实干拼命干。”

近年来，息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锤炼党员
干部“四个意识”的大熔炉、转变工作作风的突破
口、为民谋福祉的主战场，先后在全县开展“听民
声、转作风、促脱贫、大走访”和“三走进一宣传”
（走进庭院、走进生活、走进心中，宣传扶贫政策）
活动，掀起万名党员干部下基层，实地走访或电
话访谈群众11.9万人次。

在连续开展的三轮“百日攻坚”行动中，全县
党员干部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个节假日，连续两
年都是“5+2”“白+黑”。在这场没有退路的攻坚
战中，县四大班子成员示范带动、走在前列，全县
348名脱贫指导员、1232名驻村工作队员、13388
名扶贫网格员牢记职责、冲锋向前，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响应、担当作为，以不退出不休息、不全胜
不收队的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

2018年 4月 25日，弯柳树村村委会议室内
群情激昂，掌声热烈。经过慎重考察和公开评
选，村里几位热心公益、年轻脑活的致富带头人，
成为弯柳树村脱贫奔小康路上新的“带头人”。

“只有充分调动村党支部书记的积极性，才能
建强班子，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打赢脱贫攻
坚大决战，引领带动乡村振兴发展。”金平坦言。

息县利用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有利
契机，配齐配强了村级党组织书记，高标准建成
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120个，改造提升244个，全
面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从上到下坚持把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中，不断强化
基层支部班子整体素质和战斗堡垒作用。同时
借助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按照每村2-3名
的标准，全县共发现和物色培养村级后备干部
834名，通过跟班学习、参与中心工作，为脱贫攻
坚注入“源头活水”。

6月11日，记者走进项店镇张庄村，笔直干净
的村组道路纵横交织，道路两侧的白玉兰、沙柳等
景观树随风摇曳。村部墙上的显眼处，端端正正
地悬挂着“生态宜居红旗支部”“产业兴旺红旗支
部”两面红旗，村党支部书记高全明自豪地说：“前
不久我们又申报了‘治理有效红旗支部’呢。”

从 2018年开始，息县在全县村级组织中掀
起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在内的“五面红旗支部”创建活动，
每半年一评，每创建一面红旗，村“两委”成员工
作报酬每月增加 300 元—600 元不等。截至目
前，全县共有 170个村（社区）党支部争创“五面
红旗”300面，其中，6个村支部争创了 3面红旗，
基层干事创业的激情空前高涨，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干部当先锋，党建是保证

息县作为经济欠发达县区，因病、因残
致贫占比较高，农村危房户、无房户不同程
度存在。脱贫攻坚中，他们全面落实教育、
医疗和住房“三保障”政策，切实让“两不愁
三保障”落在实处。

5月 10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对
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
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息县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成效明显，“榜上有名”，
成为全国县域医改的“河南名片”，获得
500万元中央资金的奖励。

5月 30日，省政府隆重表彰受国务院
督查激励的先进单位，息县从省领导手中
捧回了沉甸甸的奖牌。

医改开良方，扶贫有保障。他们在推
动医改的同时，针对乡村因病致贫占比较
高的实际，出台了“5+3保障”健康扶贫工
程，并在全县公立医院推行建档立卡贫困
户“先看病，后付费”诊疗服务模式。2017
年以来，困难群众医疗报销累计达到 4.78
亿元，惠及贫困群众6.81万人次，全县因病
致贫返贫人数明显减少。

他们以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创建为契机，对全县中小学校进行达标改
造，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先后高标准建成中
小学校 20所，招聘中小学教师、特岗教师
和跟岗实习教师4364人，发放各类教育资
助资金 8751.51 万元，惠及贫困家庭学生

15.82万人次，发放高等教育贫困家庭学生
助学贷款5531.92万元，惠及7337人次，实
现教育资助政策全覆盖，因贫失学、因学致
贫返贫现象彻底消除。

他们以“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为
目标，把农村危房改造范围扩大到所有符
合条件的困难群众。2014年以来，圆满完
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4076 户 8938 人，重
建 D 级 危 房 11598 户 ，维 修 C 级 危 房
11041户，对全县近 3万农户实施“六改一
增”（改院、改厨、改厕、改门窗、改墙面、改
照明灯、增添或更新必要家具）活动，极大
地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

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大片的藕塘荷花
正艳，亲水栈道曲径通幽，温室大棚里各种
各样的蔬菜郁郁葱葱，长势正旺，田野里枝
头上挂满了白里透红的仙桃。走进河南明
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项店镇黄围
孜村的种植养殖基地，从山东聘请来的项目
负责人李春滢坦言，他们深切感受到了各级
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不断的投入。

近年来，息县坚持把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有机融合起来抓，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超过 60 亿元，全县共建设通村通组道路
2340公里，超过 80%的自然村实现“组组
通”，实现所有行政村“村村通客车”；全县
348个农业村（社区）基本实现通自来水全
覆盖，户户通电率达到100%，全县99个贫

困村均实现无线广播电视信号全覆盖，全
县每一个家庭都能通过“广播喇叭”听到党
的好声音。

面对乡村人居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文
明亟待加强、乡村治理亟待提升的现状，他
们通过深入开展“四美乡村”“五美庭院”

“美丽小镇”创建活动，新建垃圾压缩中转
中心 31个，完成农村户用无害化改厕 1万
余户，安装路灯 1万余盏，并集中整治空心
村庄，清理沟塘河渠和垃圾杂物，设置卫生
保洁等公益性服务岗位，农村人居环境显
著改善，使城乡面貌越变越靓。

在聚力打造美丽乡村的同时，他们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决铲除矿山开采、河砂滥采、超限超载

“三大毒瘤”，全面推进沿淮河、龙湖、澺河
生态廊道建设和濮公山矿山公园建设，使
森林公园、龙湖公园、濮公山矿山公园三个

“千亩公园”成为淮河岸边耀眼的明珠。他
们还积极争创淮河生态经济带“四水同治”
示范区，规划概算近 60亿元的大别山革命
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已经批准即将于
今年 9月份开工建设。写满岁月沧桑的千
年古县，正绽放出靓丽新颜。

“要让人们回到息县有归属感，走出息
县有自豪感，生活在息县有幸福感，工作在
息县有成就感。我们一直在努力。”金平坚
定地说。

生活有保障，多措求精准

增收是关键，产业作支撑

技能培训促脱贫

扶贫车间订单忙

一站结算惠万家

孝善敬老乐融融

送医下乡解民忧

淮河岸边是我家 吴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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