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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造出彩党建 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2 聚焦三个落实 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本报通讯员 肖应辉 王自行 黄晨

3 国土绿化提速 厚植出彩郏县靓丽底色

秋天的郏县飘荡着昂扬的旋

律，秋天的郏县洋溢着奋进的乐章。

漫步郏县城镇街头、乡村田

间，走进郏县工业厂房、农业园区，

放眼望去，全新的变化，全新的感

受，令人耳目一新：737 平方公里

的广阔天地间，日夜奔波着党员干

部忙碌的身影；笔直平坦的乡村大

道上，扶贫干部和村民们正在奔小

康的美好画卷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道路边，田野里，山坡上，郁郁葱

葱，绿色已成为郏县最靓丽的底

色；绿水青山间，一个又一个乡村

奋力描绘美丽家园、美好生活的图

景……勤劳朴实的郏县勇立潮头，

砥砺奋进，处处焕发出勃勃生机，

展现着靓丽新姿。

“去年以来，郏县坚持生态立

县、产业强县、文旅富县、实干兴

县，以努力建设厚重郏县、实力郏

县、健康郏县、和美郏县、文明郏县

为奋斗目标，统筹推进党的建设、

脱贫攻坚、国土绿化、乡村振兴、医

疗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开创郏县

工作新局面，坚决跑好郏县高质量

发展接力赛，保持全市先进位次、

巩固全省第一方阵。”郏县县委书

记丁国浩说。

“俺几个可都是共产党员，就该有个先
锋模范的样子，别看我岁数大，依然‘宝刀未
老’，这泥瓦工的活我也会干，不但要干好，
而且不会向村里要一分钱报酬。”9月 2日，
郏县白庙乡团西村 82岁的老党员宋志校在
该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一线义务劳动时，兴奋
地对记者说。

一面旗帜，虽然历经岁月，却始终凝聚
着蓬勃的力量；一种信仰，任凭风雨激荡，却
依然绽放着精神的光芒。郏县始终将党建

视为重中之重，把抓党建与促发展高度对
接、深度融合，营造了一个干部带头干、党员
示范干、群众跟着干的良好氛围。

为全面提升党员的素质和能力，该县把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员干部强筋壮骨
的重要抓手，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
什么”的原则，定期对各级党员开展培训。
始终将树好导向、用好干部摆在突出位置，
通过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升干部
工作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水平，先后分 4

批选派377支驻村工作队、899名干部，下派
到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一线，在实践中磨砺
意志，提升素质。

为提升基层党支部阵地建设，该县大力
实施基层党建“筑垒工程”“先锋工程”“民生
工程”三大工程，为全县各项工作推进提供
坚强基层保障。2018年先后投入村室建设
资金 2000 余万元，新建村室 19个，改扩建
47个。投资570余万元，建成了郏县党建融
媒体中心，县、乡网络视频电话会议中心 18

个，377 个村视频电话配备率 100%。积极
组织党员开展“亮身份、作表率、亮行动、树
形象”、党员承诺践诺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增
强党员奉献意识、服务意识，提升党员干部
的思想水平、政治站位。县纪委监委聚焦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协助职责和监督职责，紧盯
党员干部权力运行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
关键岗位和廉政风险点，做到目标明确、措
施具体、推动有力，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了新气象。

“有国家政策的支持，有驻村书记和村
干部的帮助，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9月 1日，提起党的扶贫政策，郏县冢头镇秦
楼村脱贫户段香娥感慨地对记者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郏县始终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取
得了明显成效。

扛稳筑牢脱贫攻坚政治责任。领导带
头带动、率先担当尽责。构建了严密的攻坚
推进机制，加强激励引导，激发了扶贫干部
干事创业热情，累计提拔重用扶贫一线干部

101人，对脱贫攻坚成效突出的 5个乡镇、7
个行业扶贫部门分别计集体三等功一次，对
14名个人计三等功一次。

精准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政策。贫困村
实现集中供水全覆盖，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资助全覆盖，为建档立卡贫困患者报销住
院资金 1842.63 万元，受益 18356人次。实
现了农村地区危房动态清零，贫困群众应保
尽保、应助尽助。建成农村幸福院 68家，吸
纳老人 1000余人，集中照顾农村空巢独居
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

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落实。明确

产业增收措施17项，全县贫困户产业增收措
施全覆盖；具备就业条件的 2483 户贫困户
就业率 100%，“零就业”家庭动态消除。金
融扶贫上，县财政注入风险补偿金 700 万
元，扶贫小额信贷按照“5万元以下、3年以
内、两免一补、执行基准利率”规定进行，累
计投入扶贫小额贷款 587户 2791.5万元，实
施金融扶贫。探索“公益林+贫困户”生态扶
贫模式，实施生态扶贫，增加贫困户收入，形
成了全社会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合
力。实施红牛产业扶贫。做好郏县红牛产
业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工作，投资建设郏县

红牛养殖基地和规模化养殖场。该县拿出
红牛扶贫资金 2160 万元助力脱贫攻坚，实
行集中饲养、盈利分红模式，购进郏县红牛
母牛进行繁育，增加贫困村集体收入，促进
贫困户脱贫致富。目前，已有 155个行政村
实施红牛产业扶贫项目，建成红牛扶贫养
殖场 25 个，新发展郏县红牛母牛 1600 余
头。

截至目前，全县出列贫困村 50个，脱贫
6780 户 21674 人，未脱贫 2285 户 3986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13 年 建 档 立 卡 之 初 的
3.77%，降为0.67%。

郏县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大力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实现绿满郏县、绿秀
郏县、绿美郏县、绿富郏县。截至目前，全县累
计完成造林6.117万亩，占省市下达任务3.99
万 亩 的 153.3% ，县 定 目 标 5.5 万 亩 的
112.2%。三年来全县国土绿化面积达到18.2
万亩，绿色成为出彩郏县的最靓丽底色。

公益林建设美化城乡环境。郏县县城

北部的眼明寺山区是郏县的县级公益林，从
2018年 12月 26日开始，历时 30天，在 8个
特色纪念林分区累计种植各种景观树木 9.5
万株。郏县探索“3+1”（县、乡、村+县直单
位）公益林基地建设模式，全县已建成 312
个公益林基地，累计绿化面积 1.21万亩，植
树140多万株。

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显成效。平郏快速
通道两侧绿化树木郁郁葱葱，各种花卉竞相

开放，实现了“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郏
县致力打造“绿道”“画廊”，在全县范围内的
公路、河渠、高铁沿线建成高标准生态廊道。

矿山生态修复荒山披绿装。马山是石
灰石开采的一个老矿区，2018 年下半年至
今，该矿区已栽植侧柏、油松等树木 15万余
棵，绿化面积 1400余亩，昔日灰蒙蒙的矿山
变为绿色“画山”。郏县创新理念，实行矿山
生态修复“区内修复，区外补偿”新模式，各

涉矿乡镇、各矿山企业大力开展矿山修复和
生态补偿工作，对露天矿山矿区及其周边影
响区开展植树复绿，恢复和改善被破坏的植
被、地形地貌等，逐步构建起“山水林田湖
草”生命共同体，成为河南省生态修复的一
个样板。去冬今春以来，全县累计投入 1.3
亿元，累计植树 200多万棵，完成矿山治理
及生态补偿区植树复绿 2.2 万亩、所有矿区
内的生态修复工作接近尾声。

4 开展乡村治理 拓展城乡发展新空间

初秋时节，郏县城乡舒展出一幅群众幸
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8月 23日，两辆旅游大巴缓缓驶入郏县
渣园乡朱庄村休闲农业采摘园。今年该村
开展“双违整治”和“一户多宅”集中整治行
动，治理人居环境，打通村内困扰百姓多年
的“断头路”，传统文化村落丰厚的文化历史
优势与特色休闲农业融合，精心打造品牌旅
游业，昔日的“封闭后进村”已成为“红红火

火”的农家乐园。
2017年以来，郏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把开展拆旧复垦、拆除“双违”建筑专项行动
作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
手和载体，创建无违建县。县成立城市管理
执法局，乡镇成立乡级规划委员会和乡级综
合执法队，对“双违”建筑实行一把尺子量到
底，做到应拆必拆，即拆即清，即拆即绿。对

“一户多宅”“超占乱占”等不公平行为进行

了整治，清除“高门台”“出前沿”“小菜园”等
侵占公共空间乱象，拆除城中村和乡村的违
章建筑、危旧房 5万余间，打通“断头路”290
条，体现了公平正义。集中拆除村庄周边养
殖、堆场、砂厂等“散乱污”企业或场所 1190
宗，其中清除小散乱污影响城乡环境落后产
能和过剩产能的废弃厂矿、养殖场院 30多
所，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腾出新空间。

据统计，两年来，全县共计拆旧复垦 2.1

万亩，产生可用增减挂钩指标 16580 亩，共
整治“双违”问题11379宗 9976.1亩，控制新
增违建，为郏县公共绿地、道路、学校等基础
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腾出了稀缺的土地资
源，激发了城乡发展潜力，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有效载体，为实现
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
础。同时完善设施、补齐短板，优化环境，美
化家园，群众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5 创新“互联网+”模式 深化医改建设健康郏县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紧盯建设健康郏县这一目标，郏县持续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极探索“互联网+医疗
健康”模式，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服务
能力，逐步完善健康促进长效机制，提升群众
健康素养，推动全县卫生与健康事业快速发
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生活的新需求。

作为我省县域综合医改试点，郏县打造
“智慧医院”，智能分级诊疗平台向上可连接
全国2700多家医院、29万多名医生，向下可
与 14所乡镇卫生院、377所村卫生室相连，

贯通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实现了让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探索出了一条
被新华社称为“互联网+医疗健康”的郏县模
式。为打通上下联通的“健康枢纽”，郏县依
托“互联网+医疗健康”，为郏县人民医院、郏
县中医院、郏县妇幼保健院等3家公立医院，
14所乡镇卫生院、377所村卫生室配备了远
程问诊设备，率先建立了智能分级诊疗平
台，涵盖远程心电中心、远程影像中心、远程
会诊（问诊）中心、区域临床检验（检查）中
心、后勤服务保障和消毒供应中心等服务。

互联网远程会诊，患者专家“面对面”病人不
出村即可享受到各级医院医疗“专家”服务。

“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使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更精准。为全县乡镇卫生院配置了
12辆智能移动健康体检车，健康“云巡诊车”
定期入村为群众提供服务，服务结果实时推
送群众手机和省级公共卫生平台，协助家医
服务团队下村入户，完成常住人口的电子化
家庭医生签约和建档，单人次签约时间由15
分钟降低为2分钟。标准化数据库和健康管
理平台，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群众在家

即可通过网络完成健康咨询，并在医生辅助
下进行自我健康管理和康复。郏县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延伸至每家每户，实现家庭医生“一对
一”，让群众拥有了自己的健康“守门人”。

春华秋实何寻常，如椽巨笔著华章。正是
丹桂飘香的美好时节，郏县城乡的广袤大地
上，广大干群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奋精
神，乘胜前进，奋力书写大有作为的时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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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风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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