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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台前县冲刺高质量脱贫摘帽倒计时

台前县是我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
是我省“三山一滩”脱贫攻坚主战场。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全县有 14484户、50618人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90个村退出贫困序列，贫困
发生率由 2014年底的 17.5%下降到 2018年
底的3.57%。

今年是台前县脱贫摘帽的决胜之年。全
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
要论述，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把脱贫
摘帽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动力，聚焦
高质量脱贫摘帽，聚焦群众持续增收，坚持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狠抓脱贫攻坚责任、政策、
工作落实，切实解决影响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的突出问题，咬定目标，集中攻坚，坚决打
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一举把贫困县的帽子扔
到黄河里去。

在高质量完成减贫任务上集中攻坚。根
据贫困家庭致贫原因，精准落实医疗救助、学
生资助、小额信贷、技能培训、兜底保障等措
施实现脱贫，并通过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危
房改造等措施覆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等措
施叠加，全面保障 2019 年贫困户脱贫高质
量。在贫困户脱贫方面，通过产业措施叠加、
政策保障等途径，在对已脱贫人口巩固提升
的同时，2019年计划实现贫困人口 1万人脱
贫，贫困发生率降至1%左右。在贫困村退出
方面，对照贫困村退出指标要求，全面排查，
动态监控，查缺项，补短板、堵漏洞，2019年计
划退出 36个贫困村，占比 28.6%。在贫困县
摘帽方面，对标“两率一度”，在多轮次建档立
卡复查复核、精准识别“回头看”、档卡整改等
活动基础上，今年组织开展“大排查、大整改、
大提升”和“十查十看十确保”活动，进一步查
漏洞、补短板、促提升，实现漏评率、错退率均
控制在 2%以下，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 1%左
右。今年上半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4176
元，同比增长 10.2%，增幅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出 1.3 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已达到或接近全省
平均水平。

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上集中
攻坚。在原有产业带贫措施的基础上，投资
48094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94个，占统筹

整合资金的79.4%，力争使每个贫困户有3项
以上产业扶持措施，通过发展产业、促进就业
等途径，增加群众收入。在教育保障方面，全
面核查核实贫困家庭学生，健全从幼儿教育
到大学的全覆盖资助体系，决不让一名贫困
户子女因贫失学。累计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50232人次，资助金额3439.4万元，基本实
现“应助尽助”；全面落实控辍保学机制，持续
改善贫困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成功创建国家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大力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现了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全覆盖。在医疗保障方面，全
面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五个一”标准化建
设，126 个贫困村中除 7 个黄河滩区迁建村
外，已实现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全部配齐执
业（助理）医生或合格乡村医生，县人民医院
成功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全县贫困人口100%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应保尽保”；进一步
拓展深化贫困人口医疗保障体系，织密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补充医疗保险、医
疗救助、医疗托底保障等相互衔接的医疗保
障网；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建立了电子健康

档案，免费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本实现
“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让人民群众共享
优质医疗服务。在住房保障方面，对全县的
住房情况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制定年度危房
改造计划，强力推进“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清
零，累计投入 6337.6 万元，实施危房改造
4390 户，脱贫户住房安全全部得到有效保
障。2019 年排查鉴定“四类重点对象”危房
291户，已全部改造到位，实现危房改造动态
清零。

在发展产业、促进就业上集中攻坚。坚
持“长中短”“点线面”相结合，着力发展牛羊、
鹅鸭、肉驴、小龙虾等特色养殖和食用菌、果
蔬种植等特色产业，建设了一批农业产业化
扶贫基地，通过资产收益、务工、入股经营等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户持续稳定增收。
2019年以来与新希望六和集团、禾丰集团、花
麒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实施一批规模大、带
贫能力强的畜牧养殖和设施农业项目，计划
投资 5.4亿元实施禾丰集团年出栏 3000万只
白羽肉鸡养殖项目，投资 1.8亿元建设年总出
栏 2100万只肉鸭的养殖小区 10处，投资 1.6
亿元建设日屠宰 12万只肉鸭屠宰场 1处，投
资 5500 万元建设 4 处设施农业园区，投资
2000万元发展杂交构树种植5000亩，项目建
设后将极大地带动贫困户和贫困村增收脱
贫。累计投资 12.47亿元，建成 3处集中式农
光互补项目和118个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带动
8436户贫困人口、126个村集体增收，2017年
以来分别向贫困户、贫困村发放收益资金
1225.58万元、455.2万元。2019年实施的 51
个村级光伏电站项目加快推进，建成后可实
现贫困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光伏收益全覆
盖。深入推进电商扶贫，持续抓好金融扶贫，
巩固扩大转移就业主渠道，放大“产业+就业”
倍增效应，精准开发公益岗位，促进贫困群众
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

在完善基础设施上集中攻坚。大力推进
交通扶贫工程，累计投资1.44亿元，新改建农
村道路274条、314.7公里，所有行政村实现道
路硬化、客运班车通达。2019 年计划投资
1.56 亿元实施省级“四好农村公路”项目 32
个，概算投资6500万元实施总里程为98公里
的百县通村入组工程，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
通达率和便捷度。改造提升饮水安全工程，

实现脱贫人口饮水安全全覆盖。完善村级阵
地及文体设施，统筹推进电网升级和网络扶
贫工程，积极改善人居环境。扎实推进黄河
滩区居民迁建，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发
展、可致富”。

在社会保障上集中攻坚。全面落实残疾
人“两项补贴”制度，发放 1348.97万元，惠及
8346名困难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实施残疾
人精准康复服务，为 2444名贫困残疾人提供
辅助器具适配。加快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
改造，已改造 2156户，2019年实现贫困重度
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全覆盖。积极筹建重
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中心，努力实现“托养一个
人、解放一群人、幸福一家人”。坚持应保尽
保、分类保障、动态管理，农村特困供养、低
保、残疾人、孤儿实现应保尽保。继续提高农
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
准，确保扶贫路上不落一户、不掉一人。

在凝聚合力上集中攻坚。坚持把脱贫攻
坚作为最大政治、最实民生，层层压实责任、层
层传导压力，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
任体系，形成了“领导带动、部门联动、乡村主
动、社会推动”的生动局面，带领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全面奔小康。成立了县委书记任政委、
县长任指挥长的县精准扶贫工作指挥部，组建
了14个重大专项工作指挥部和3个脱贫攻坚
督导督查组，做到专职、专人、专责推进，高规
格推动责任落实；将全县9个乡镇划分为九大
战区，由县委常委任指挥长，负责战区各项工
作的统筹协调、监督落实，建立了三级网格化
管理体系，真正实现了全体动员、合力攻坚，高
标准提升攻坚实效；按照“应派尽派、硬抽人、
抽硬人”原则，选派287名驻村第一书记，实现
了贫困村和20户贫困户以上非贫困村选派第
一书记全覆盖，同时在146个“三类村”组建了
由442人组成的驻村工作队，高水平助力脱贫
攻坚；扎实开展“三查三督四强化”活动，深入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活动，扎实推
进廉洁乡村建设，进一步完善考评机制，高质
量保障工作成效；扎实推进志智双扶，深入开
展移风易俗，深化社会扶贫，汇聚起冲刺高质
量脱贫摘帽的磅礴力量。

策划 成永飞 王 映
撰稿 王为峰 杜来辉 田 雨

产业扶贫遍地生金

扶贫车间实现“家门口”就业 滩区居民搬进县城安置区新家园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翟晓飞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
把北宋诗人苏东坡赞美杭州西湖的名句，“借”
来描绘濮阳新地标“东湖”和“西湖”的景色，却
也是那么恰如其分。

东湖灵动，西湖沉静，它们就像两颗明珠，
镶嵌在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大地之上。
秋风乍起，一望无际的碧波随风荡漾，两岸的景
观大道、生态廊道仿佛翩翩起舞的音符，人们在
沿湖绿道晨跑,在夕阳余晖下漫步，整座城市平
添许多生气。

承载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实
现百姓安居的梦想，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在绿色中发展，在示范中奋进，一座宜居宜
业宜商的魅力新城正沿着现代绿城的发展脉
迹巍然崛起。

绿水青山生态画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2年，濮阳
吹响了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号角，唤醒了这
片120平方公里的土地。示范区始终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贯穿到城市规划、
建设和管理每个环节，以山水为主题、以绿色为
颜料，精心描绘一张城在林中、街在绿中、人在
园中的风景画。

规划是先导、是引领，规划决定品位。好
的规划是城市建设顺利推进和少走弯路的基
础和前提。示范区坚持编制百年规划、建设
百年城市的理念，紧紧围绕“三区一中心”发
展定位，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项目先行、生态
环境与公共服务业项目并重、宜居宜业城市
建设与美丽乡村齐头并进，呈现出潜力释放、
加速崛起的新态势。

示范区先行启动 30.5平方公里的核心区
建设，截至目前，累计开工项目374个，竣工完
成项目 329个，累计完成投资 675.3亿元。通
过创新融资模式，破解资金难题，快速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累计建成通车道路 28 条 57 公
里、桥涵13座 1228延长米，澶州大街、卫都大
街西延、卫河路桥等主干路桥项目全线开工，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城市空间优化拓展。13
个海绵城市项目和 2个生态水系项目相继落
地，生态优势不断巩固。

总库容 1800 万立方米、水域面积 8240
亩的引黄调节灌溉水库项目，作为示范区的
核心枢纽，发挥着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东

湖与西湖之间由渠道相连，与城市水系相接，
打造灵韵濮水的秀美景观，形成示范区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

高端住宅、大型商场、星级酒店围湖而建，
沿着湖边步道，城市公园、主题游园与风格各异
的街角广场、雕塑小品等相映成趣，水上演出、
水幕电影、灯光喷泉等科技新景观，吸引游人驻
足其中。

可漫行赏景，可荡舟游湖，周末到湖上玩上
一天，下班去湖边转上一圈，正成为越来越多濮
阳市民的习惯。

由水库土方堆积成6400米的龙山与碧水
相伴，山体形似游龙，起伏跌宕，持续推进的龙
山绿化工程，正在打造一个绿意盎然的森林氧
吧。

示范区统一规划城区绿化，高标准打造卫
都带状公园、海绵城市公园、濮水湿地公园、高
阳公园、廉政公园等多座城市生态“会客厅”，在
龙山、水库岸线、道路、农田林网合计栽植乔灌
木100万余株，模纹、地被200多万平方米，全
区绿化面积达500多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
近10亿元，城市绿化率超过40%，可谓绿意满
城芬芳拂面。

多姿多彩魅力画卷

“哇！太酷了！”
今年8月，2019中国极限运动大会摩托艇

比赛在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东湖开战，浪
花上掀起的速度、激情和技巧，画出一道道亮丽

的城市风景线。东湖岸边站满了观众，纷纷为
运动员激昂的表现喝彩助威。

“生态+文化”“生态+体育”“生态+旅游”，
示范区紧跟时代步伐，依托独特优质的生态资
源，把融合发展理念不断深入推进，积极谋划文
体旅游产业项目，通过新模式、新途径展现新风
采。

明媚的阳光，轻柔的湖风，松软的银色沙
滩……东湖沙滩浴场满足了人们亲水的遐想。
浴场占地面积约3.4万平方米，铺设福建漳州的
白色海沙约3万吨，打造了濮阳一个“网红”之地。

“这里的夜色太美了，有身在大上海的感
觉，真是一种享受啊！”晚饭后照例来湖边遛弯
的市民张阿姨，看着璀璨别致的灯光由衷赞叹。

示范区全面推动濮上、开州、金堤三座桥梁
和湖岸的亮化工程，在建设中营造氛围、提升品
位，让东湖、西湖亮起来、美起来，让百姓的夜生
活多姿多彩。

班店美食街、濮上桑园采摘区、陌上桃园游
乐区等好去处，已成为示范区辐射濮阳市城区
及周边县区、城市的文化旅游新景观，累计接纳
游客近300万人次，带动经济收入近3亿元，成
为拉动濮阳旅游经济的新引擎、展示濮阳文化
旅游新态势的窗口。

“咱这里有农耕文化展览馆、书院、学堂、美
术馆，把文化与旅游融合在一起，群众在一个小
镇内就可以感受到‘诗与远方’。”示范区班家耕
读小镇负责人欣然介绍。

按照“农耕本、诗书情、田园美、文旅兴”的
思路，示范区在班家耕读小镇建设了“农耕文化

展览馆”“西河书院”“子夏学堂”和“耒美术馆”，
深度挖掘儒家文化和耕读文化，做实农耕、诗
书、桑蚕等文化载体，组织学生开展研学旅游教
育活动，促进传统文化传承。

示范区具备宽广通畅的道路系统，坐拥
山青、水秀、地绿、景美的良好生态环境，有着
全民健身的传统和基础优势。近年来，示范
区通过成功举办中国濮阳首届龙都摩托艇大
赛、濮阳市首届龙舟大赛、龙都濮阳国际龙舟
邀请赛、全民马拉松赛等国内外赛事，逐步扩
大了影响力，增强了美誉度，营造崇尚健康、
积极运动的社会风尚，激情四射“魅力新城”
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目前，示范区积极谋划打造龙湖龙山风景
度假区，大力推进水上文化旅游项目补短延链、
提档升级，形成水上文化旅游项目和班家耕读
小镇互动发展、同向发力之势，把示范区建成集
畅游、乐养、富商、享居于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
地，叫响“亲水亲绿示范区”旅游品牌。

共建共享幸福画卷

在示范区东湖社区项目工地，36栋村民安
置房正在紧张施工。“为让群众早日搬迁入住，
我们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采取轮班形
式，24小时不间断作业。”工程施工方负责人说。

今年是示范区实现基础建设大突破、城市形
象大提升、产业发展大跨越的关键之年，围绕濮
阳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示范区全力攻坚、强
势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让群众安居优居。

示范区广大党员干部全天候坚守拆迁一
线，各村村支两委干部和基层党员带头拆迁
房屋，带头做群众工作。坚持“无偿拆迁、无
偿安置”的总原则，坚持执行一个政策、一个
标准，对各项奖励资金拆迁一户、兑现一户、
绝不拖欠，全力保障群众利益，赢得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

在3个月时间里，示范区拆除7个村3670
个院落，腾出建设开发用地近千亩，有力地保障
了棚改、路网、房地产等项目用地，创造了棚改
工作“示范区速度”“示范区样板”。

目前，西湖社区一期安置房分配完毕，群众
现已入住；东湖社区一期掀起施工高潮，西湖社
区、东湖社区二期工程也全面开工建设。

桩桩民生工程，件件民生实事，让“民生
蓝图”更加厚重，让每一个示范区群众共享发
展成果。

美好乡村装点大地，示范区全面落实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初步搭建起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框架，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为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新动能；打造班家村、店当村美丽乡
村，推行城乡环卫一体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
中整治，有效提升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广促就业筑牢民本，强化失地农民就业培
训，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00余人；田园
综合体项目实现群众就业不离乡、致富在本村，
回乡创业近千人。2014年示范区农村居民人
均年收入不足万元，到 2018年增长到 13977
元，年均增长率8.9%。

社会保障基本覆盖，全面落实社会保障各
项政策，低保补助标准、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
准、优抚对象补助等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约1.1万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2.4万余
人，覆盖率99.6%。

教育优先培育栋梁，绿城实验学校、开德中
小学实现招生，卫都幼儿园主体即将封顶，绿城
实验中学、大召实验学校今年年内开工……示
范区已基本形成涵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的全
链条教育体系。今年，示范区还将开工建设3所
学校、2个农贸市场、1座社区医院、1所高标准
敬老院，让居民享受高品质的教育、养老、医疗
服务，全面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生态画卷、魅力画卷、幸福画卷……一幅幅
画卷，同样是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答卷。
立足新时代、展现新作为，示范区将以崭新的姿
态全面体现一体化和示范带动作用，全力打造
美丽、生态、宜居、幸福之地，以优异成绩向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献礼。

铺展生态宜居新画卷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魅力新城在崛起

水韵靓城展现生态美画卷 王金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