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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仲秋季，玉乡大地

满目葱茏，生机盎然，收获满满。

信马镇平县91个贫困村，宽

阔的通村道路、整齐排列的太阳

能路灯，休闲的文化广场使每个

村庄旧貌换新颜，幸福写满了群

众的笑脸；贫困户家家挣钱有门

路，脱贫脚步越走越扎实；脱贫攻

坚与各项事业互促共进，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的起点。我们要发扬钉钉子

精神，拿出绣花功夫，聚焦短板、

查找差距、瞄准重点、苦干实干，

全面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为

实现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向

着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稳步前

行。”这是日前召开的镇平县脱

贫攻坚重点工作推进会上该县

发出的铿锵有力号召。

为了庄严的承诺
——镇平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侯子豹

搬迁新村美如画搬迁新村美如画

脱贫之星受到表彰 老庄镇凉水泉村脱贫群众自发拉起横幅

“截至目前，镇平县已召开千人规模的
脱贫攻坚推进会19次。其他各类扶贫培训、
会议更多。这些会议大都是晚上召开，白天
工作。虽然很辛苦，干部累点，少休息点，没
啥。只要干好工作，百姓满意就行，我们就
是要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
数。”镇平县委书记李显庆告诉记者。

三年多来，镇平县各级党员干部舍小
家、为大家。无论是严寒冬日、还是盛夏酷
暑，他们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和贫困群众
拉家常、谋发展，共商脱贫计。

2017年年底，一场大雪突如而至，分包
二龙乡枣子营村的县文化馆全体干部为了
不耽误扶贫工作，不顾山路崎岖、道路湿滑
坚持奔走在一线，车子打滑上不去，装上防

滑链，还上不去大家推上去。给贫困群众
送去蔬菜、送去粮食，不能因大雪影响他们
的生活。寒风冻红了帮扶人员的双手，冻
僵了他们的双脚。贫困群众衣食无忧，温
暖过冬，是他们最大的欣慰。

2018年盛夏，为了进一步摸清贫困底
子，解决实际问题，该县开展了大走访活动，
全县数千名干部听令而动，带上行李，不顾蚊
虫叮咬，自带炊具、吃住在村。头顶烈日，逐
户走访，了解民情、了解民意，针对群众反映
的问题逐个解决。全县410个行政村到处留
下大走访干部的身影。先后出现了牺牲在扶
贫路上的县城管局原局长薛国甫、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的好支书吴伟等先进典型，群众们
由衷赞叹“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攻坚破难题，当用非常之策。镇平县
成立以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常务副组
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级级明确责任，层
层传导压力。全县划分六大战区，县四大
班子主要领导亲自抓，其他县处级领导齐
上阵。组建产业、就业、金融等22个工作专
班，各司其职，专事专做。坚持大抓基层、
大抓支部，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改造提
升246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脱贫攻坚提
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啃下硬骨头，必尽非常之责。县委常
委和人大、政协正职各联系1个重点贫困乡
镇、分包 1 个深度贫困村和 1 个一般贫困
村，其他县处级领导分别联系 1个乡镇、分
包 1个贫困村，61个县直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分包联系贫困户50户以上的村1个。同
时，从科级干部和后备干部中择优选拔188
名第一书记、1132 名驻村工作队员，组织
6300名公职人员结对帮扶，实现户户有帮
扶责任人、村村有驻村工作队。

攻坚无捷径，须下非常之力。镇平县
深入开展比实干看作风、比实招看能力、比
实绩看排名“三比三看”活动，坚持周例会、
月观摩、月考评制度，共召开19次脱贫攻坚
千人大会，先进者现金奖励、挂红旗，落后
者表态发言、挂黑旗，抓两头促中间，逼出
了激情干劲，比出了担当作为。帮扶的实
际行动、脱贫的实际成效，锤炼了党性，拉
练了队伍，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汇聚了强大
正能量。

“搬出土坯房，住进两层楼，心里真是
说不出的高兴！”在村小学担任炊事员的老
庄镇凉水泉村易地搬迁户杨华玲脸上带着
幸福的微笑。

凉水泉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建有完善的
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实现了有社区服务中
心、有义务教育学校、有幼儿园、有卫生室、
有文化广场的“5个有”配套全覆盖，群众的
生产生活环境有了质的提升。

民生关乎民心，保障是重中之重。住
房、教育、医疗以及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仅
是脱贫攻坚的硬标准，更是最基本、最基础
的民生内容。镇平县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

抓保障，将医疗、教育、住房、助残等基本保
障和水利、交通、电力、文化等公共服务一体
推进，让所有群众共享脱贫攻坚成果。

住房保安全。全县完成959户 3805人
易地搬迁，实现了产业扶贫“五个一”、配套
设施“五个有”目标，并按照“应改尽改、不
漏一户”标准，投入 1.4亿元完成 8621户危
房改造。此外，该县还建设35所幸福家园，
入住独居老人、无人照顾的孤儿等557人。

教育人为本。该县优化学校布局，改
造薄弱学校 136所，建设 11所标准化住宿
制学校，正在建设 1 所 15 年一贯制学校。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累计补进教师2074人，

高丘镇黑虎庙村小学校长张玉滚被表彰为
“时代楷模”“全国道德模范”，成为 2018年
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五一前夕他又被授
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中国五四青年
奖章”。严格落实资助政策，实现贫困家庭
学生就学保障政策全员全学段全覆盖。开
展“万名教师大走访”活动和“控辍保学”专
项行动，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全部入校
就读。

医保全覆盖。在全市先行先试，制订
了《建档立卡贫困户大病住院和门诊救助
办法》《建档立卡贫困户慢性病居家用药保
障办法》。贫困人口 100%参加城乡居民

医保，开展慢性病鉴定清零行动，19 种慢
性病限额内全兜底，县域内住院治疗合规
医疗费用报销达 93%，构建起了健康教
育-慢性病救助-大病保障“三位一体”全
链条。积极探索社会兜底保障模式，实行
集中供养、亲情赡养、社会托养、居村联养、
邻里助养、自强自养“三集中三分散”的“六
养模式”，基本解决了特困人员的脱贫和养
老难题。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镇平县越
来越多的村庄通上了柏油路，群众坐上了
城乡公交，喝上了自来水，用上了 4G网，拥
有了新广场，就学就医就业更加快捷便利。

提升攻坚创新力执行力1

贾宋镇桥南村的小苗合作社里，上千
亩的香辣 818 辣椒迎来了丰收季节。来
自周边村子的 80 多名贫困群众在这里采
摘辣椒。李普吾村 61 岁的贫困群众李明
六是村里的保洁员，一个月保洁员收入
800 元。每天一大早他把自己分包的清
洁区打扫干净后，骑自行车来合作社采摘
辣椒，赶到中午 11 时多能摘 30 多斤。1
斤给手工费 1元钱，一个月下来又有千把
元的收入，稳定的收入使他顺利脱了贫。
如今，贾宋镇盛茂蔬菜种植合作社、辛虎
香菇酱、桥南制衣、下辛营童车等十几家

扶贫产业，带动该镇的 360 余名当地群众
和贫困人员就业。

产业扶贫挑大梁，就业扶贫断穷根。
抓住产业和就业，就抓住了群众稳定脱贫
的“牛鼻子”。镇平县围绕“村有产业、户
有项目、人能就业”，重点构建“1+1+1+
N”产业格局。形成了县有扶贫产业园、
乡有返乡创业园、村有扶贫车间（扶贫基
地）的“龙型”产业布局。第一个“1”是光
伏扶贫，共建成 113 兆瓦光伏项目。第二
个“1”是金融扶贫，参与的贫困户年均收
益不低于 3000 元。第三个“1”是到户增

收，户均年增收 1500 元以上。“N”是按照
“一村一品”，力推“专业合作社+扶贫基
地+贫困户+金融+党支部”的“五+”模
式，大力培育莲藕、金鱼、艾草等特色产
业；各类扶贫车间（基地）吸纳贫困人口就
业 3387 人，带动贫困户 6759 户，被确定
为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全面
开发保安、保绿、保洁、护林、护河、护路和
学校门卫、炊事员等“八大员”岗位，安排
6673名贫困群众就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镇平抓住被确定
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机遇，积极探

索“消费扶贫”新模式，运用大数据和区块
链技术，成立同富小康大数据公司，统一收
集贫困户农特产品，面向机关、学校、企业、
个体消费者等提供配送，推行“以购代捐”

“以买代帮”，首届扶贫年货节短短4小时销
量破千万，获评“全国电商消贫十佳县”。
侯集镇向寨村立足金鱼养殖优势，去年4月
份引进电商以来，销售额达2169万元，群众
实现了“水里淘金”到“网上冲浪”的转变，
成为全国第一个“活物淘宝村”。如今，曲
屯镇兴国寺村的汽车附件、晁陂镇杨芳春
村的玉雕等十几个淘宝村应运而生。

牵住稳定脱贫“牛鼻子”2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3

挂牌，授奖，喜领脱贫光荣证……近
日，王岗乡马岗村26名五好自强户、卫生家
庭户、勤劳致富户、道德模范、好婆媳、时代
乡贤以及脱贫户披红挂彩，满面春风，自豪
地接受全村百姓的掌声。

人无志不立，贫无智难脱。为激发贫
困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镇平县扎实
开展“志智双扶”工作，让贫困群众想脱贫、
要脱贫、能脱贫，树立积极阳光的脱贫心
态，实现物质和精神"双脱贫"，确保高标准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该县实行县有宣讲团、电视专栏，乡

有大篷车、宣传队，村有讲习所、村规民
约，户有明白人、明白纸等 4个“两有”，开
展干部讲政策、专家讲技能、乡贤讲道德、
脱贫户讲党恩“四讲”活动，加强对群众的
宣讲培训。建立 95 个“同心超市”，常态
化考评，积分制管理，调动群众改善户容
户貌、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组织贫困
群众参与清垃圾、覆路肩等活动，既解决

了贫困户不劳而获问题，又解决了非贫困
户盲目攀比问题。对县外务工半年以上
的贫困户，按照务工收入总额给予 1000
元、1500 元的奖励补助，调动外出务工积
极性。开展“五好示范村”“五好自强户”

“最美脱贫群众”等评选表彰活动，精心编
创《我的良心我的娘》《赵河弯弯》《追梦吧
老栓》等文艺作品，引导贫困群众提振精
气神。

新的序幕已然拉开，新的征程正待

启航。脱贫摘帽只是起点，实现乡村振
兴才是最终目标。通过三年多的努力，
100 万玉乡儿女众志成城、克难攻坚，打
赢了脱贫摘帽的战役。全县党员干部辛
苦的付出换来了贫困群众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宏伟的小康梦在这片土地上正逐
步变为现实。新的征程上，镇平县委、县
政府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全县人
民 奋 力 在 幸 福 的 康 庄 大 道 上 越 走 越 宽
广。

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4

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

送医下乡

喜获扶贫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