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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责任 凝聚脱贫合力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陵阳镇强化领导，
落实责任。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副
组长、班子成员任组员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由副书记具体主管扶贫，为镇扶贫办充实 5
名精干专职人员，同时成立了健康扶贫、住房
安全、饮水安全、教育保障、综合保障等11个
扶贫专班，明确职责，分工协作，为扶贫工作
高效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时间，陵阳大
地涌动万众一心攻坚脱贫的热潮。

完善机制。建立扶贫周例会工作研判机
制，由党委书记主持召开，针对扶贫领域的薄
弱环节，研究问题解决方案，建立台账，责任
到人，限期销号。

压实责任。明确村级责任组长、第一书
记、“两委”干部、帮扶责任人的职责，层层压
实责任，严格队伍管理，持续改进作风。

全面排查。利用每周五扶贫日，帮扶责任
人定期入户走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及各项
政策落实情况，了解贫困户思想动态，帮助贫
困户解决实际问题,确保住房、饮水、教育、医
疗、综合保障等各项政策宣传入户、落实到户，
确保每个贫困户在政策享受上应享尽享。

监督检查。林州市纪委监委统一安排部
署下，陵阳镇纪委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突
出问题专项治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六
个精准”等政策落实，紧盯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等
重点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打好“预防针”，擦
亮“探照灯”，攥紧“铁拳头”，用好“杀威棒”，
为脱贫摘帽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精准扶贫，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让他们从“熬日子”到“奔日子”，幸福生活芝
麻开花节节高。

多措并举 提升脱贫质量

产业是脱贫的保障，有了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才能有稳定的收入，脱贫质量才能稳步提高。

陵阳镇始终把产业扶贫作为筑牢脱贫根
基、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支撑。

光伏扶贫：成立了洹滨旭日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以差异化分配方式充分发挥光伏电站带
贫资金作用，2020年光伏电站收益80%用于
全镇贫困人口公益岗位工资和小型公益事业
支出。

企业帮带：陵阳镇成立产业扶贫理事会，
经过各村评议后，带动全镇贫困人口中无劳动
能力、丧失劳动能力、在校生、大病户等贫困人
口72户125人每年每人增收1200元。

合作社帮带：柳林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小米公社和东郎垒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3 个合作社，帮带 67 户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1200元。
建筑业帮带：陵阳镇成立了建筑业扶贫理

事会，并以自发、自愿、众筹的方式设立建筑业
扶贫基金，帮带贫困户 11 户，每户年受益
1200元。

重点企业帮带：运用“企业+农户”的模
式，落实好凤宝矿业、创宇新材带贫42户贫困
户户年均增收2000元；凤宝特钢带贫39户贫
困户，户年均增收1000元。

陵阳镇还采用土地流转、金融扶贫等有效
举措，使不少贫困户走上致富路。张官营村徐
万青购买吊车自主创业，从此摆脱了贫困。同
时，他们在全镇开展了志智双扶工作。全镇
19个村分别建立了扶贫励志超市，通过励志
超市积分兑换收益，激发贫困户自身发展、致
富创业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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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的林州市陵阳镇，街头乡间充满勃勃生机。国家红旗

渠经济技术开发区风劲潮涌；田间地头农民正在播种小麦等各种农作物……

陵阳镇位于林州市北5公里处，辖20个行政村、3个社区，共3.8万余

人。该镇虽然没有贫困村，但仍有贫困户，现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85户

230人，占全镇总人口的6.1‰。

“不能让一人掉队，我们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头等大事和第

一民生工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推进‘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落实、产业增收多措并举、综合保障坚强有力、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奋力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陵阳镇党委书记方超说。

2019年全镇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为 12102.47元，远远高于安阳市

人均纯收入。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时下陵阳镇对剩余的4

户15人已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全镇上下众志成城、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奏响

了一曲曲脱贫的壮丽战歌。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张庆波

沿着宽阔的公路，在距陵阳镇政府不远
的地方，一栋栋淡粉色的高楼漂亮别致。

“咱在城里有了新房子！终于搬出穷窝
啦。”贫困户苏秋芬夫妇拿着幸福家园的安置
房钥匙兴奋地说。

幸福家园位于陵阳镇致远大道，是林州
市易地搬迁市区安置的安置点，占地 63亩，
有10栋楼2007套安置房。

让贫困户的幸福生活从这里开始。
在“搬得出”的基础上，为实现“稳得住”，

陵阳镇为幸福家园高标准配套了公共服务设
施，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完善配套设施。严格按照“5个有”标准，
在幸福家园小区配套了小学、幼儿园、中学、
党群服务中心、卫生室及文化活动场所等公
共服务设施。

出台激励政策。协调市慈善总会为幸福

家园搬迁户发放暖气补助，按照每人 60元进
行补助，让搬迁户温暖过冬，切实提高了搬迁
户实际入住积极性。

坚持搬迁与脱贫同步，把发展产业、安排
就业作为增加搬迁群众收入的根本之策，做
到了“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
并重、搬迁与脱贫同步。在产业帮扶上，依托
工业、建筑业、乡村旅游、特色农业、光伏五大
主导产业，确保实现每个搬迁户有 3项以上
产业扶持措施，人均年收入4000元以上的目
标。

“坚持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脱贫、一手抓
脱贫成果巩固，认真落实‘摘帽不摘责任、不
摘帮扶、不摘政策、不摘监管’要求，以提高脱
贫质量为目标，抓实落细重点举措，在持续巩
固提升上出实招、下真功，确保按时保质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陵阳镇镇长李长水说。

易地搬迁 搬出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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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责任不松劲

脱贫攻坚战，战的是贫困，考的是作风。
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关键在人，关
键责任到人。

姚村镇完善责任机制，一是责任组帮扶
机制。建立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明确了41个村级脱贫攻坚责任组，
落实了帮扶干部责任制。二是帮扶人学习机
制。每周定期召开脱贫攻坚工作周例会，定
期学习制度。三是指挥部指导机制。该镇脱
贫攻坚指挥部时常对基层工作进行指导，确
保脱贫攻坚工作有制度、有部署、有落实、有
成效。

姚村镇纪委也把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认真履行监督责任，积极
协助党委政府履行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严惩扶贫领域“蝇
贪蚁害”，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从严从快
惩处，以铁的纪律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

太行山下的林州市姚村镇，位于红旗渠分水岭下。

红旗渠精神，不断激励着姚村人不忘初心，阔步前行。如今，脱贫的攻

坚战在这块土地上吹响了冲锋号。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信心，越要有一鼓作气的

决心，尽锐出战、攻坚克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我们也将脱贫攻

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有效衔接。”林州市姚村镇党委书记王鹏

云说。

姚村镇党委、镇政府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社

会经济发展全局，始终坚持“1345”工作法，下足“绣花”功夫，扎实推进脱

贫攻坚持续推动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

2019年脱贫75户 171人；稳定脱贫11户 27人，合计187户 517人。目前

还有未脱贫人口18户50人。

发扬红旗渠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镇上下众志成城、凝心聚力、攻

坚克难，绘就了一幅幅攻坚的生动画面。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张志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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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生根好政策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扶贫政策如何踏
石留印抓落实？

让贫困户实现住有所居梦想。姚村镇对
部分生活较差的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搬迁，共
搬迁17户 30人，让他们住进了幸福家园安置
小区。不少贫困户，还就近打工，走上了幸福
路。

对于教育扶贫，姚村镇全面落实义务教育
阶段贫困家庭学生资助政策，确保应助尽助，在
持续推进控辍保学中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对中

职、高职、本科及以上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落实了
教育补贴，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失学、不辍学。

强基础，补短板，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筑
起坚强壁垒。在医疗保障上，姚村镇对所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落实了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
贴；对所有贫困户开展了签约医生服务。在
社会保障上，2020年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 4
户纳入低保，对 2020年未脱贫户 6户进行了
提标。同时，在饮水安全上，实现了全镇通自
来水100%，并全部达到饮水安全标准。

精准帮扶解难题

精准帮扶，解难题促发展。
今年以来，姚村镇通过自主择业、帮扶就

业、公益岗位安排等形式，截至目前，实现有
劳动能力或弱劳动力 241人实现就业，就业
复岗率100%。

精准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小额信
贷。姚村镇通过座谈会、入户走访、村内广播
喇叭、发放宣传彩页等形式，为贫困户全面讲
解小额信贷“5321”金融政策，真正做到金融
政策知晓率、应贷尽贷率实现100%。姚村镇
先后三批发放小额贷款贫困户 76户，涉及金
额 60余万元，购买西红杮苗、肉牛，通过合作
社代种代管，实现了稳步增收。

产业扶贫，遍地生金。在光伏扶贫上，
全镇实现光伏收益全覆盖，视贫困户的家
庭状况和贫困程度，分档次进行差异化收

益分配；在产业扶贫基地带贫上，运用“企
业+基地（合作社）+贫困户”，凤宝管业带
贫 23 户，光远新材带贫 25 户，豫北工业带
贫 22 户，下里街丰润农民专业合作社带贫
20 户 ，水 河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带 贫 20 户 。
2020 年投资 243.3 万元对带贫能力强的军
营蔬菜种植基地、下里街特色种养基地、趄
石板养牛场产业扶贫基地进行扶持，可带
动贫困户 100余户。

姚村镇还采用“建筑公司+贫困户”模式，
2019年方圆、方元建筑企业带贫 39户；鑫宝
贸易带贫 52户，每年收益 1000元；创宇新材
料带动贫困户71户，每年收益2000元。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行动，为农业新兴经
营主体搭建产品互动平台，真正将贫困群众
的劳动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受益。

志智双扶谋富路

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
姚村镇从引导贫困户自主努力入手，今

年年初开展了“双十佳”活动，选树了宣传脱
贫致富的好典型，引导贫困户树立主体意识。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召开了“先进事
迹宣讲会”，典型代表做了发言，现场反响热
烈，进一步激发了贫困对象自我发展的内生
动力。通过农家大讲堂、村头大喇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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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办了图书馆爱心超市、欣华超市扶贫
励志超市，在全镇设立了孝善基金，对按时主
动向 70岁以上贫困户老人缴纳赡养费的予

以补贴，弘扬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尚，2019
年全镇缴纳孝善基金 21600 元，补贴金额
43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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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乡村振兴“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如今，从精准扶贫中得
到实惠，从生活改善中尝到甜头的姚村镇，目
标更加高远，步伐更加铿锵，勇气更加豪迈，
姚村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贫困户在企业就业

陵阳镇新村一景

陵阳镇鸟瞰图陵阳镇鸟瞰图 本文图片均由陵阳镇提供本文图片均由陵阳镇提供

姚村镇凤宝管业产业扶贫基地

下里街村田园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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