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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都区在脱贫攻坚中，以产业
扶贫为主要抓手，狠抓特色产业，紧
盯劳动密集型产业，全区各乡镇产
业发展遍地开花，户均产业覆盖率
263%，基本上实现了村村有产业，
户户有项目，为贫困户脱贫奔小康
提供有力的产业保障。

“产业扶贫是贫困人口脱贫的
根本之策和长久之计，为此，我们把
落实产业扶贫措施作为巩固脱贫成
果、防止大面积返贫的关键。”殷都
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为认真做好各
项扶贫工作，区委书记、区长率先垂
范，包村包户，副县级以上干部除负
责联系乡镇以外，每人直接分包一
个贫困村或重点非贫困村，至少
分包一户贫困户。

制定产业扶贫政
策。在产业奖补意见
基础上，殷都区出
台推进产业扶贫实
施意见，从带贫主
体、产业发展等
方面进行规范。
结合辖区山区多、
坡地多的特点和
资源禀赋，确定光
伏产业、红薯产业、小
杂粮、食用菌等为主导
产业，鼓励支持贫困户积
极参与产业发展。目前全区建
设光伏电站 69个，1131户贫困户
种植红薯1112.9亩，食用菌产业达
到日产 70吨，谷子 7600亩，花椒
3000 亩。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2018年以来，殷都区把培育龙头企
业作为重要抓手强力推进。目前，
全区有国家级龙头企业（合作社）2
家，省级龙头企业（合作社）1家，市
级龙头企业（合作社）11家。

在产业扶贫中，他们还创新性
建立了利益联结带贫模式。如都里
镇建立了“龙头公司+村集体+村级
合作社+贫困户”的四方利益联结
机制；磊口乡建立了“村集体投资启
动+贫困户入股+利益分成”的扶贫
模式；洪河屯乡宏泰生态农庄实施

“共享果园共享收益”的带贫模式；
安丰乡升旺食用菌产业园采取“龙
头合作社+金融+村委会+贫困户”
的带贫模式。产业扶贫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

产业扶贫为贫困户带来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光伏是该区最
主要的扶贫产业，其中48个微型光
伏电站和21个300kW光伏电站收
益明显，使贫困户户均增收1000元
左右，20个贫困村每年增加5万元
集体经济收入；213户 411套家庭
式“三位一体”光伏电站使每户贫困
户增收650~1300元。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殷都区已
形成三类产业带动、利益联结机制
紧密、带贫模式多样的喜人局面，全
区户均产业覆盖率达到263%。各
类扶贫基地（农业合作社）达到155
家，预计2019年将有50家产业扶
贫基地带动1040户，户均实现增收
2000元以上。 （韩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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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文明，凝聚成一座巍峨璀璨
的文化坐标——殷墟。

为了让这一历史文化遗产“复活”，
殷都区加快建设文明、繁荣、秀美、宜居
的新殷都，一座现代城市的宏伟蓝图跃
然纸上。

殷都区委、区政府秉承“一切围着
项目转，一切围着项目干”的原则，伴随
着文明城市创建与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融合推进的铿锵足音，一条条民生新政
破浪前行、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

棚改工程蹄疾步稳。殷都区是安阳
市老工业区，棚户区改造任务繁重。为
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殷都区政府把棚户
区改造作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的重大

民心工程，筹措11.65亿元资金，新
开工建设万人社区3231套安

置房，同时扎实推进2131
套续建棚改安置房项
目。书记、区长多次
现场办公，解难点、疏
堵点，解决项目“成
长中的烦恼”。目
前，续建棚改项目
已竣工960套，封顶
899套。

城市道路提质。
道路是城市的血

脉，承载着人们
的出行，串联着人

们的生活。今年以
来，殷都区加快道路建
设，先后重点升级改造
了铁一路、铁五路等 4
条市政道路和6条背街
小巷，这些工程预计10
月底前可全部完工。

城区“绿肺”步步为
景。绿地为“城市之肺”。
今年，殷都区共完成园林绿化
270.8亩，总投资12292万元。其
中投资5000多万元，对全长3.3公里、
占地400多亩的洹河两岸景观廊带驳
岸生态进行改造提升，修建临水步道、
河滩地生态景观，打造绿色生态水岸。
启动万金渠总干渠示范段改造工程，将
暗渠打造成明渠，拓宽水面，建设集生
态、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天然氧吧。同
时，还“见缝插绿”完成了占地500多亩
的8个口袋公园建设。

紧贴民生提升城区“颜值”。安钢
大道、文峰大道、文明大道等道路，路面
宽阔，交通繁忙，因行人多、车流量大，
道路两侧建筑、树木一度灰头土脸。为
了改变城区形象，今年开始殷都区紧贴
民生脉搏将安钢大道沿路两侧打造成
灰、红为主调的仿古建筑，同时对文峰
大道、文明大道、梅东路等6条道路沿
线70栋大楼进行“梳妆打扮”,沿线面
貌焕然一新。斥资3600多万元，对大
明渠、安丰沟等沟渠管网进行清淤、绿
化、配套等深度治理，如今这里河畅、水
清、岸绿、环境美，市民为之拍手称赞。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提质，让家园
更宜居。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推
进，新殷都将迸发出崭新的活力，一座
有着时间沉淀的殷都、一座浸染着温润
情怀的殷都、一座升腾着勃勃生机的殷
都正款款走来…… （（炎富玲炎富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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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都区位于安阳市西北部，
是老工业区，环保工作底子薄，短
板多，治理任务重。近年来，殷都
区委、区政府勇于担责，把环保任
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出
重拳，使硬招，坚决打赢环保整治
战。

铺天盖地控扬尘。扬尘是影
响空气质量的罪魁祸首，为减少
扬尘，殷都区加大巡查力度，对
142个工地扬尘单位，现场办公，
立行立改，对不达标的停工整改，
确保所有工地严格落实“八个百
分百”要求；对公路扬尘，设置公
示牌，安排洒水车、洗扫车、吸尘
车等上路湿扫保洁，机械清扫率
达 100% 。 与 此 同 时 ，他 们 将
1065家餐饮单位纳入台账管理，
坚决杜绝露天烧烤。

源头治理水污染。加大对主
要河流的水质监控检测力度，在安
阳河、珠泉河、粉红江、金线河、安
丰沟建立水质检测断面，安装视频
监测设备，对水质进行全天候监
控，在入河排放口开展拉网式排
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农村

污水排放管理力度，严禁黑
臭水体排放；持续推进

水生态、特色小镇、
河渠技术改造及
工园区供水项
目建设，确保清
水长流。

生 态 绿
化美家园。绿
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殷都区
坚 持“ 规 划 见

绿、见缝插绿、
提质增绿、协

力植绿”原则，
全力打造城区绿

化生活圈、环城森林生
态保护圈和城市外围
森林屏障带。仅今年
春季就完成七条廊道
国储林建设，共计1.25
万亩。今年以来，通过
绿色长廊、湿地公园、森
林公园、绿色景观和绿地
游园建设，绿地串点成线，
连带成片，品位大幅提升。

背水一战抓重点。环保治理
的重点在企业，难点也在企业。
针对安钢集团、大唐电厂以及水
冶、铜冶镇的高耗能企业，殷都区
政府分包大企业、分包乡镇领导
和乡镇主要负责同志，深入一线，
现场指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环保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现在离国庆越来越近，殷都
区锁定目标抓落实。区攻坚办组
织督查组、监察大队，加大督查力
度，对不符合排放标准和偷排偷
放的企业，该关停的坚决关停，绝
不姑息。力争完成国家下达的
2019 至 2020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
改善目标，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献上一份厚礼。 （段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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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殷都 别样精彩

山川秀美

殷墟——世界文化遗产

殷都区伦掌镇是我省有名的
百强乡镇，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一个宜居、宜业、宜游
的乡村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党建引领是实现农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根本保证。2018年，该
镇以村“两委”换届为契机，不拘一
格选配支部书记，把政治素质好、带
富能力强、化解矛盾能力强的优秀
党员选拔到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
来，任用了一批敢闯敢干、富有朝气
的带头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
的组织保证。

夯实基础。乡村要振兴，完善
的基础设施是保障。近年来，伦掌
镇大力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 121万元，新建改建村级公厕 9
座；投资745万元，建设污水处理站
2座，铺设管网4200米；斥资1000
万元，修建占地80亩的镇级游园1
座、村级游园13个，群众生产、生活
得到逐步改善。

壮大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伦
掌镇科学谋划、因村施策，调整农业
结构，兴建特色专业合作社12个，
种植地黄、血参等中药材，增加油
葵、棉花、小米、红薯、花椒等经济作
物种植面积，建立众乐花椒种植基
地、大涧红薯种植及深加工合作社、
优良小米种植区等，农民收入大幅
提高。2018年，全镇23个村，村级
集体经济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其
中10万元以上的14个。

以文化人。婚丧嫁娶是农村
移风易俗的一个缩影。伦掌镇从宣

传教育入手，着力营造婚事
新办、丧事简办的社

会氛围。各村均
建成了红白理事
会，节俭办事
的新风尚深
入人心；开展
文明户、“好
儿女、好婆
媳”评选，关
爱农村留守
儿童、老人和

妇女，敬老爱幼
蔚然成风；利用文

化大院、农家书
屋、道德课堂等载

体，定期和不定期开展文
明礼仪、公民思想道德规
范等宣传教育活动；举办
文体活动、广场舞比赛
等，越来越多的文化设
施、文化活动进入村居，
成为农村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文明乡风随处可见。

“乡村文化振兴是一个
日积月累的过程，必须常抓不
懈，久久为功，方能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开创乡村振兴的新局面。”
伦掌镇党委书记申福兴表示。

（管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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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沟乡位于殷都区西部，是
古代赵国名相蔺相如的故里。

如今，蔺相如故里发展势头强
劲。截至今年8月底，许家沟乡共
完成税收14678万元，已完成全年
税收任务目标，超序时进度 5662
万元，完成率163%。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主
要得益于我们坚持党建引领，以星
级支部创建为抓手，以‘单项工作争
第一，全面工作创一流’为标准，以打
造基层组织示范乡镇为目标，‘干’字
当头，‘拼’字在前，经济社会发展持
续向好。”该乡负责人表示。

党建引领，永葆奋斗初心和忠
诚底色。近年来，该乡党委持续落
实班子成员参加村周一集中办公、
每月党员活动日、每季度重点工作
观摩、每半年述职评议工作推进机
制；开展书记三项工程，强力推进基
层党建工作创新，不断培育新特色。

紧紧扭住重点项目这个“牛鼻
子”。今年，开工建设了两个亿元
以上重点项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基础。一是安阳沃莱美全
铝家私项目，计划总投资 8亿元；
二是河南汇丰管业热镀锌项目，为
全国首条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自动
化热镀锌生产线。

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因
历史原因，许家沟辖区内矿山众多，
生态破坏严重。为推进矿区生态修
复工作，投入资金5.4亿余元，引入
漳河水，开建人工湖，蓄水40万立
方米，植树33000余棵，绿化面积近
40万平方米，矿区植被得到初步恢
复。同时，持续推进“南太行（安阳
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在许家沟的项目，并在修复完
善基础上，提前谋划，推动产业结
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效农业，逐步
形成“一村一品”发展新格局。

谋划蔺相如公园文化名片。
相传，蔺相如故里位于水冶西南一
公里的古相村。《安阳县志》记载，

“蔺相如生于太平岗村”，明代《彰
德府志》则载，“蔺上卿庙在黄口
村”，无论相村、太平岗，还是黄口
村，均在许家沟乡辖区。为传承弘

扬蔺相如精神品格，该乡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

谋划占地一万平
方米的蔺相如
广场项目，建
成后这里将
成 为 一 座
集休闲、运
动、娱乐于
一 体 的 开
放式绿地公
园。到这里

的人们，既可
怀古忧思，也可

畅想未来，无拘无
束，自由自在。

未来的许家沟，美丽可期！
（王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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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棚改项目高楼林立棚改项目高楼林立
图②图② 洹河景观廊带风景秀丽洹河景观廊带风景秀丽

图③图③ 莲鱼共养莲鱼共养，，一举两得一举两得
图④图④ 马氏庄园古朴厚重马氏庄园古朴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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