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战鼓声声
分秒必争

●● ●● ●●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不破楼兰终不还
——台前县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纪实

台前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两

河（黄河、金堤河）三堤（临黄大堤、

金堤河南小堤、北金堤）”的夹角地

带，辖区总面积454平方公里，总人

口 40万人，耕地面积 27万亩，辖 9

个乡镇372个行政村。台前县是国

家级贫困县、河南省四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也是河南省“三山一滩”扶

贫攻坚主战场。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台前

县贫困人口已从 2014 年年初的

6.27万人降至2019年年底的0.34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17.5%降至

0.8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从 2014年的 6408元增至 2019年

的 10580元，年均增长 10.3%。群

众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如期实现了

高质量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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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台前县从
引导贫困户自主努力入手，全县九个乡镇
均创办了爱心美德公益超市，引导各行政
村设立“孝善基金”，从各乡镇、县直各部
门抽调精兵强将，组建脱贫攻坚宣讲团，
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大讲堂、
村头大喇叭、农民夜校等，进行面对面扶
贫政策宣传、励志教育、技术培训，激发贫
困群众脱贫动力，提高他们的致富能力。

同时，坚持把提升农民素质、激发内
生动力作为重要任务来抓，组织开展移风
易俗树新风活动，以规范红白事标准为切
入点，注重发挥党员干部包括村级干部带
头作用，抓党风促政风带民风，着力营造
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

夹河乡姜庄村黄河滩区古村落蝶变民宿小镇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让村民一步进县城、农民变市民

乡村农家书屋

产业扶贫 遍地生金

扶贫车间遍乡村 留得住妈拴得住娃

打渔陈镇千亩樱桃迎客来

华电台前100兆瓦光伏扶贫基地

基层党建进一步加强

京九铁路、瓦日铁路及规划建设的京九高铁
经过台前并设站，台前迎来发展新机遇

这是一块浩气长存的土地——
1947年夏，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

冀鲁豫野战军在这里强渡黄河，千里跃
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
序幕，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
转折点。台前人民全力支前，为新中国
的成立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重大贡
献。

这是一块充满激情的土地——
在昔日贫瘠的土地上，勤劳、智慧

的台前儿女向贫困宣战，与洪涝抗争，
守卫黄河、金堤河，用汗水和生命换来

“地上悬河”的岁岁安澜。
如今，在决战贫困的特殊战役中，

这块红土地血脉深处传承的那种激越
豪情，正以另一种方式，点燃一个革命
老区新时期精准扶贫的激情岁月，照亮
欠发达地区加快全面小康、实现历史新
跨越的现实路径。

策划 成永飞 王映
组稿 王为峰 田雨 杜来辉

贫穷不可怕，关键在怎样战胜贫
穷。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党和
政府从未放弃过让台前脱贫致富的探
索，不甘贫困宿命的台前人民从未停止
过与贫困作斗争的步伐。直到 2016年
建档立卡回头看后，台前县仍有贫困村
79个、贫困人口 13548户、41041人，成
了再难啃也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困难大，决心更大。决心来自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来自各级领导的亲
切关怀，来自全县人民的热切期盼。

“脱贫攻坚是政治、是民生、是大局,
是贫困地区的头等大事。”濮阳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台前县委书记常奇民话语
铿锵。

常奇民表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台前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扶贫思想，
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盯“两个确保”
目标，锚定“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全面
落实“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要求，深入
推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
划，大力实施“1413”攻坚行动，“转扶搬
保救，光电教金险”多措并举决战脱贫
攻坚，下足“绣花”功夫，确保了高质量
完成脱贫摘帽任务。

2016年新年伊始，台前县隆重召开
脱贫攻坚动员大会，成立全县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组建脱贫攻坚指挥部，县主要
领导挂帅，身先士卒，一线指挥，县委常
委、县级干部、各级各部门“一把手”带头
奔赴扶贫一线，包乡镇、包村、包户；全县
9个乡镇、99个县直单位全体干部职工，
以敢于亮剑的精神和勇气，全身心投入
脱贫攻坚战，和全县所有贫困村、贫困户
无缝对接，以实际行动帮扶困难群众脱
贫致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一场上下联动、全民参与的新一轮
脱贫攻坚，就此拉开战幕。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这都
是党的好政策，让咱老百姓日子越过越
红火！”清水河乡东孟楼村脱贫户王改存
高兴地说。

近年来，台前县树牢抓好党建是最
大政绩的理念，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到支
部”，把脱贫攻坚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
合起来，建立了县级干部、乡镇党政正
职、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
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县直各
相关部门等11类脱贫攻坚责任主体的责
任清单；大力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
建设，建设了集基层党建、产业扶贫、公
共服务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农村党群综
合服务中心264个，实现了村级单一办公

场所向多元服务阵地的转变，打通了联
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按照“应派尽派、硬抽人、抽硬人”原
则，择优选派了 288名驻村第一书记，组
建了 146个驻村工作队，组织 4647名党
员干部结对帮扶13548户贫困户，把最优
干部资源汇聚脱贫一线。以开展县直机
关“百个支部帮百村”活动为抓手，组织机
关党支部与贫困村党支部结成帮扶对子。

同步实施扶贫干部素质提升工程、
“三农人才”孵化工程、贫困群众技能提
升工程等“三大工程”，以及“凤台引智”
计划、区域性人才共建计划、“英才返巢”
计划等“三大计划”，为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提供智力支撑和坚实的人才保障。

一头连着市场，一头接着农户。
2016年以来，台前县大力实施“引凤

还巢”工程，一批批外出人才带着技术、资
金、经验、情怀回乡创业，上演了千余对夫
妻返乡创业“凤还巢”，全县新建和改扩建
精准扶贫就业基地 124 个，共吸纳就业
8090人，其中贫困群众3562人，人均月收
入2000元左右，不仅实现了“一人就业、全
家脱贫”，还培育壮大了汽车零部件、羽绒
及服饰、相框等主导产业。国务院扶贫办
副主任洪天云称赞台前的做法“接地气、得
民心、可持续”。濮阳市精准扶贫产业扶贫
现场推进会、河南省“千企帮千村”精准扶
贫现场会、河南省产业扶贫现场会、全国扶
贫车间现场会等先后在台前县召开。

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养则
养”的原则，着力推进“三线连四区”工程，
培育和发展牛、猪、驴、鸡、鸭、鹅、小龙虾
养殖和食用菌、果蔬种植等产业，与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合作，实施了新希望
六和养鸭养猪、花麒集团养驴、柳桥集团
养鹅等项目，现代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
加快形成；依托台前县是全国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的优势，规划建设了电商
产业园、电商物流中心，探索创新互联网+
农业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依托台前县是
河南省唯一的全国光伏扶贫工程重点县
优势，建设了华电100兆瓦、协鑫20兆瓦、
大亚20兆瓦等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3处，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169个，带动11436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脱贫。2019年年底，
华能台前 40兆瓦风电项目建成投用，进
一步夯实了产业扶贫基础。

为确保每一分扶贫资金都能“用在
刀刃上”，台前县坚持以“定向监督”助力
精准扶贫，加强扶贫资金阳光化管理，健
全公告公示制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了坚强的纪律保障。

台前县坚持在完善基础设施上集中
攻坚，台辉高速台前段、G342、东环路、西
环路、黄河滩区小康大道等一批重点公路
建成通车，南环、东北环等正在快马加鞭
建设，京九高铁台前站即将动工，台前发
展的交通瓶颈正在转化为发展优势。加
大农村路网、电网、安全饮水、供气、危房
等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开通了县城公
交，城乡一体化交通共享体系日趋完善；
深入实施环卫一体化工程，实现了村庄垃
圾集中收集全覆盖；深入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扎实开展“四美乡村”“五美庭院”

创建活动，把美丽转化成生产力。大力实
施“雪亮工程”，深入开展扫黑除恶、平安
台前建设，织密了社会面科技防控网，构
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扎实推进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全省
第二批试点吴坝镇东桥村完成迁建，孙
口镇王黑安置区完成搬迁入住；三年规
划工程分两批建设 4个安置区，3个乡镇
安置区、县城安置区均已建成，滩区搬迁
全面启动，安置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
步配套，就业项目日臻完善，确保搬迁群
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聚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用足
用好党的扶贫政策，实现了产业扶贫措施、
贫困村贫困户光伏收益、扶贫车间带贫、集
体经济、公益性岗位、金融扶贫扶持、农村
电商扶贫等产业扶贫“七个全覆盖”，安全
饮水、电网建设、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三
个达标”，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综合文化设施配套等公共服务“三
个到位”，村容村貌、户容户貌、群众精神面

貌等农村面貌“三个提升”，让阳光照进广
阔农村，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

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
实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加快重度残
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让阳光照进每一
位残疾人士心田；坚持应保尽保、分类保
障、动态管理原则，推行低保标准与扶贫
标准“两线合一”，确保扶贫路上不落一
户、不掉一人。

为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台前县坚持“长中短”“点线面”相
结合，培育壮大了牛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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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羽绒制品及服饰加工、机动车零部
件、相框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建
设了一批扶贫车间，带动了贫困户就近就
业，培育了一批农村致富带头人。农光互
补项目运营良好，电商产业蓬勃发展，“返
乡创业”大潮澎湃，激活了农村经济一池
春水，夯实了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坚持把全县当作一个大景区来规划、
把村庄当作一个景点来设计、把农家当作
一个小品来改造的建设规划，按照“一村
一景，一村一韵”要求，沿 S101、小康大道
和临黄大堤三条线，启动了首批产业特色
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四
美乡村”示范村，精心打造了一批产业特
色鲜明、人文气息浓厚、生态环境优美的
魅力小镇，把全面小康的基础打得更牢、
底色擦得更亮。

“责任扛在肩，小康步不停。脱贫摘
帽只是新时代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台前
县已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的实效，转化为持续巩固高质量脱贫成
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充分
发挥县委常委带头、县级领导干部带头、
各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带头的‘三个带
头’作用，大力弘扬渡河精神，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
当，抓铁有痕谋发展，‘滚石上山’勇作为，
大干苦干拼命干，在推动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中实现老区群众每一个美好梦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台前县县长王俊海胸有成竹地说。

风劲正是扬帆时。如今，从精准扶贫
中得到实惠，从生活改善中尝到甜头的40
万台前老区人民，目标更加高远，步伐更
加铿锵，勇气更加豪迈，台前的明天也必
将更加绚丽多彩。

3 产业扶贫 遍地生金

2 党建引领 众志成城

4 夯实基础 补齐短板

5 政策落实 精准到位

6 扶贫扶志
助力脱贫

7 抓好衔接
振兴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