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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连成串，种植基

地形成片；绿水青山成景点，农

家院里开宾馆；带贫企业家门

建，易地搬迁好壮观；生态补偿

人舒坦，健康扶贫保平安……

这段广泛流传于鲁山县西

部山区群众间的打油诗正是鲁

山县近年来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真实写照。

鲁山县地处河南省中西

部，淮河流域沙河上游，是八百

里伏牛山的东大门，素有“七山

一水二分田”之称，是一个集深

山区、水库淹没区、革命老区于

一体的国家秦巴山片区贫困

县，辖 25 个乡（镇、办事处），

555个行政村，人口97万，面积

2432 平方公里，其中山区占

70%。

70年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70年拼搏奋进铸就辉煌！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鲁山县委、县

政府紧跟时代步伐，团结奋进，

争创一流，全县经济社会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实力

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极大改善，

各项建设日新月异，城乡面貌

焕然一新。特别是近年来，鲁

山县委、县政府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脱贫

攻坚统揽工作全局，坚持“生态

建县、旅游兴县、农业稳县、工

业富县、文化强县、依法治县”

六县战略，奋力建设生态宜居、

富裕文明、平安幸福新鲁山，发

展活力持续迸发，鲁山正步入

一个腾飞的新时代。

巍巍尧山，记录着鲁山干

群迎着改革春潮，务实重做,迎

难而上,建设家乡的伟大实践。

滔滔沙河，谱写了鲁山干

群顺应发展洪流，齐心协力,精

准扶贫,促民增收的动人乐章。

鲁山县是河南省贫困人口较多的县之
一，基础条件较差、经济发展较弱、贫困程度
较深。县委、县政府创新方式方法，打破固
有的思路模式，强力实施“六个到位”，实行
挂图作战、战区管理、战令推进，以超常规的
举措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机构组建到位。县里组建脱贫攻坚指
挥部，成立6大战区，分别由副县级干部担任
指挥长，统筹谋划推进战区内各乡镇的工
作，做到工作统一部署、先进经验共享、问题
统一整改，保证了工作快速部署、快速推进，
破解了以往战线过长、落实不畅等问题。

党建引领到位。以党建促脱贫攻坚，持
续开展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加强村级
班子建设，选优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坚持把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扎实开展“脱贫攻坚
红旗村”创建和“扶贫标兵”评选活动，开展
了“五优乡镇”“五佳县直单位”“五面红旗
村”“五星家庭”“五型干部”“五好党员”等

“六个五”创建活动，激发县、乡、村及贫困
户、党员、干部各个层面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制度健全到位。建立健全正向激励、集

中帮扶、成效评价、工作奖惩等机制，实现制
度保障全覆盖。县委在扶贫一线提拔重用
干部，调动了广大干部抓扶贫工作的干劲，
激发了党员干部投身扶贫一线工作的积极
性。

责任落实到位。制定《鲁山县脱贫攻坚
各级责任清单》，共厘清了县级干部、乡镇党
政正职等各级12类 116条责任。县脱贫督
查巡查组加大督查巡查、通报处理力度，有
力推进了扶贫工作开展。

表率发挥到位。实行县级领导干部带
头联系贫困村、贫困户，县级干部每周坚持

“两天一晚”工作法，进村、入户开展工作；县
主要领导和分管脱贫攻坚的领导，每周不少
于三天时间用于脱贫攻坚，以上率下，推进
工作。

工作推进到位。每周召开一次研判会，
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会，每季度进行一次观摩
评比活动。建立月评价、季奖惩推进机制，1
万多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近 3万多户贫困
家庭，以实干“热度”传递扶贫“温度”，用自
己的辛苦换来广大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六个到位”聚合力1

9 月 6日，在鲁山县张良镇扶贫办信
息中心，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电脑前对脱贫
户有关信息进行核对。该镇扶贫办主任
姬新会介绍，按照县里要求，他们要对全
镇贫困家庭一户一户进行大数据比对校
准，做好动态管理工作。

鲁山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做到了“六
个精准”，县扶贫办建立大数据平台，对全
县贫困人口逐户逐人识别，通过“四议两
公开”和大红榜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做到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公开、公平、公正，
实现扶贫对象精准；建立脱贫攻坚项目

库，谋划实施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到户增
收项目 676 个，实现项目安排精准；整合
涉农资金 5.7 亿元，优先用于解决道路硬
化、饮水安全等贫困村突出问题，实现资
金使用精准；根据致贫原因，注重需求导
向，为群众量身定制产业发展、易地扶贫
搬迁、兜底保障等措施，实现措施到户精
准；狠抓“选、派、配、管、用”重点环节，因
村因人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实现因村派人
精准；实施“回头看”活动，逐一核查脱贫
成效，避免出现边脱贫、边返贫现象，实现
脱贫成效精准。

“六个精准”夯基础2

山城巨变 李泓旻 摄

眼下，鲁山县五里岭特色经济林长廊
两侧，一片丰收的景色：漫山遍野的果园
林木葱茏，圆黄、皇冠、红香酥等 20多个
品种的酥梨挂满枝头，硕果累累。

曾经无人问津、土壤贫瘠的乱石岭，
经过 20多年的发展，如今已成为覆盖董
周、库区、瓦屋等乡镇 38个行政村的特色
经济林长廊，酥梨种植规模5.6万多亩，年
产值达1.3亿元。

鲁山县立足发展实际，强力推动产业
扶贫，结合县域资源分布，打造了东部平
原循环农业、西部山区旅游业、北部丘陵
柞蚕养殖业、中部加工服务业、东北部光
伏发电、西北部养殖业、南部林果业等七
条扶贫产业带；全县产业覆盖率达100%，
形成了“种植、养殖、加工、旅游、电商、光
伏”等六大特色扶贫产业，贫困群众增收
能力明显提升，实现了产业脱贫一批。

在大力发展产业增收项目的同时，鲁
山县还高度重视易地搬迁扶贫工作，近年
来共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点 32 个，搬迁

3130户、11039人，同时，拓宽搬迁户增收
路径，确保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
富，实现易地搬迁脱贫一批。

鲁山县根据林业生产实际，3年来从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续）聘生态护林员
2981名，从事森林资源管护工作，使这些
贫困家庭年均增收 6000元，推动生态保
护和扶贫脱贫有机结合，实现了生态补偿
脱贫一批。

县里还积极实施“两免一补”“营养午
餐”“雨露计划”等教育扶贫措施，2018年
共发放各类补助 3450 万元，推动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全程帮扶，实现发展教育脱
贫一批。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建立了贫困群众
医疗“六道保障线”,贫困群众住院时实行
一条龙服务，一站式结算，去年以来，已累
计为贫困群众发放医疗补偿资金 2.68 亿
元。将符合条件的“鳏寡孤独”农村特困
群众全部纳入兜底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实现社会保障兜底一批。

“五个一批”强推进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本报通讯员 师红军

●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

●中国墨子文化之乡

●中国温泉之乡

●中国屈原文化传承基地

●中华名窑花瓷之乡

●中国长寿之乡

●中国天然氧吧创建县

●中国生态魅力县

●全国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试点县

●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园林县城

●中国香菇之都

●中国果蔬无公害十强县

●全国社会治理创新优秀县

鲁山名片

交通

数字看鲁山

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327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2条 110公里；国省干

线公路 5 条（国道 311、207，省道 242、231、239）269 公里；农村公路

2895公里。全县基本形成了辐射周边、通达全国、方便快捷的公路网络,逐步

形成了“外通内联、通村畅乡、班车到村、安全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

教育

鲁山县现有普通高中 4所，初中 41所，中心小学 222
所，小学学点 182个，幼儿园40所，普通中专 1所，教

师进修学校 1所，特殊教育学校 1所，民办初中3所，民办

小学 13所，民办幼儿园 186所。全县现有中小学公办

教职工6531人，在校学生 17万余人，在园幼儿4.2
万余人。2018年共发放各类补助3450万元。

种葡萄走脱贫路

鲁山县张官营镇后城村，第一书记朱
亚飞和村“两委”干部一起多次研究村级
光伏收益分配使用方案，使该村29户贫困
家庭获得了发展致富项目的启动资金。

像朱亚飞这样的驻村第一书记，鲁山
县有 234名。近年来，鲁山县加大定点帮
扶、结对帮扶力度，有效推进社会扶贫。
扎实开展帮扶责任人万人大培训活动，提
升帮扶能力。建成爱心超市 49个,实施
危房改造 7671户，对 7699户贫困户实施
了“六改一增”工程,有力改善了群众的生
活生产环境。建成“巧媳妇工程”基地161
处、村级光伏电站 66座、扶贫车间 29个，
拓宽了贫困户的增收渠道。

除精准帮扶外，为激发贫困户脱贫的
内生动力，鲁山县出台了扶持贫困户就业
和发展产业项目的相关政策，对带贫企业
给予一定奖补，打造了“一套产业奖补措
施、六大支柱扶贫产业、七条扶贫产业带、
六金增收模式”的“1676”产业扶贫体系，构
建了“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群众
受益”的产业扶贫格局，实现了由“输血式”

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该县聚焦稳定收入，下足绣花功夫。

实行红黄绿“三色标识”，红色家庭增收
入、黄色家庭补收入、绿色家庭稳收入，确
保贫困家庭人均收入高质量可持续。实
施“十百千万”产业发展工程。依托特色
优势产业，在全县打造了 10大特色产业
园区、156个特色带贫基地，做到“县有产
业园区，乡有带贫基地，村有合作社或带
贫主体”，每户贫困群众有2个以上增收渠
道。同时，设置公益性岗位 9531个，促进
群众就近就业，持续稳定增收。

东风浩荡满眼春,跨越发展正当时。
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
锋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决策
部署,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坚持一切为了脱贫、一切围绕脱贫、一
切保障脱贫，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全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多措并举固成效4

鲁山县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奏响高质量发展最强音

从上到下依次为

喜看硕果累累
熊背乡血桃满枝头
服务“三农”笑开颜 程永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