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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双节”期间，走进内黄县马上乡，
一条条通村公路宽阔平坦，一片片瓜果蔬菜青绿
鲜亮，一栋栋温室大棚熠熠生辉，白墙、红瓦、小
广场，绿树村边合……眼前这一幕正是内黄县马
上乡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改变乡村贫困面貌，带
动贫困群众奔小康的真实写照。

地处内黄县城北部的马上乡，乡域面积 78
平方公里，辖36个行政村，全乡总人口5.4万人，
贫困群众976户 3185人，贫困成因复杂，脱贫难
度较大。经过 5年攻坚，目前，该乡所有贫困人
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兑现了“小
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
承诺。

强化组织保障 坚持尽锐出战

面对脱贫攻坚艰巨任务，马上乡始终把脱贫
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
的发展机遇、最大的作风改善。坚持乡村两级书
记抓脱贫，包区领导、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帮扶责
任人，尽锐出战，全员上阵。在人力、物力、财力上
给予重点倾斜。探索建立“帮扶单位竭力帮、全体
干部尽责帮、社会各界用情帮，领导带头干、干部
扎实干、群众主动干”的“三帮三干”战脱贫机制。

乡党委、政府与各村签订脱贫攻坚目标责任
书，进一步明确了领导责任、直接责任、具体责
任、分包责任、帮扶责任、督导责任“六个责任”。
选优配强干部，筑牢扶贫基础。2019年 10月，
高标准完成了同柱二村和西四牌村党支部的整
顿，陆续投资 300万元，新建 4个村级组织活动
场所，筑牢了基层坚强战斗堡垒，夯实了农村工
作基础，打通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

发展特色产业 激发内生动力

“感谢党的扶贫政策！我们家不仅脱了贫，
还建起了楼房，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发家致富
的门路。”10月 5日，马上乡李善宜村脱贫户李永
超感激地说。

李永超家因两个孩子上学，加之缺资金缺技
术，家庭经济一度比较贫困，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李永超建起了
4亩大棚，发展大棚瓜菜。经过三四年的奋斗，
他已经稳定脱贫，并在2018年建起了三层楼房。

目前，仅李善宜村就发展大棚瓜菜 500 余
亩，其中贫困户种植 260余亩。35户贫困户通
过种植大棚瓜菜实现了稳定脱贫。

在鼓励和帮助贫困户发展大棚种植的同时，
该乡还通过资金入股分红、土地入股分红、务工增
收模式、技术服务模式，建设大型扶贫产业基地3
处，带动 16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增加收
入；338户享受贫困户发展产业奖补政策；128户
享受到户增收政策，每户奖补5000元；489户享
受合作社带动政策，每户每年分红不低于500元。

狠抓精准施策 下足绣花功夫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马上乡坚持精准施
策，围绕住房安全、民生保障、设施完善等各项工
作下足绣花功夫。

该乡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全面落实中
央和省、市、县出台的各项扶贫政策，使所有贫困
户均能够享受到2项以上的扶贫政策，所有贫困
群众均能实现有饭吃、有衣穿、子女上学有保障、

看病医疗有保障、安全住房有保障，确保贫困群
众精准受益、稳定脱贫。

该乡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住房情况逐
一进行入户核实，累计对符合条件的128户重点
对象，投资 16.83 万余元进行了危房改造，确保
了贫困群众住房有保障。对涉及职业教育（雨露
计划）、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发放补助资金 40.04
万余元，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因贫辍学。认真落实
《内黄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补助实施方
案》，建立健全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民政救助、医疗保障专项
资金“五道防线”。办理了门诊慢性病发证 246
人，发放医疗保障补助资金101.76万元，让贫困
群众能看上病、看起病，有效减少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发生。对符合条件的 370户 660人纳
入低保、172 人纳入特困供养，做到应保尽保。
全面落实残疾人政策，对符合条件的 1114人逐
户逐人上门鉴定办理了残疾证，对 86户贫困户
残疾家庭有针对性实施贫困户六改项目，有效改
善困难残疾人生活条件。新增贫困户乡级公益
岗位40人，全乡达到264个公益性岗位，有效增
加贫困户和其他低收入群众的收入。

围绕“七通、七能、七有”要求，该乡积极整合
资金、资源，累计投资 1281万元，加强脱贫攻坚
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净、齐、亮、美、畅”要求，全
面改善农村村容村貌，从道路整修、背街小巷硬
化、环境综合整治、卫生室建设、文化广场建设、
危房改造、供排水、健身器材安装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改造，农村人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刘超 李志红 文/图

携手并进迈小康
——内黄县马上乡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内黄县亳城镇位于县城西南 12公里处，辖
28个行政村，5.8万人。全镇共有6个贫困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 649户 1716人，已脱贫 464户
1401 人，其中 2019 年脱贫 111 户 324 人，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0.54%。

作为全县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乡镇，该镇始
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镇上下最大的政治责
任和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狠抓责任、政策、工作“三个落实”，以分秒必
争的劲头、苦干实干的作风，确保取得脱贫攻坚
收官战的全面胜利。

紧盯靶心 瞄准贫困持续发力

国庆假期，亳城镇党委书记任锋、镇长赵卫
娟顾不上休息，分头到部分贫困户家中走访慰
问，利用休息日和节假日遍访贫困户已经是他们
的工作常态。任锋说：“今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
官之年，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员干部越要顶住
压力、使足全力，坚定信心不动摇，咬定目标不放
松，落实责任不松劲。”

聚焦贫困人口，盯紧贫困群众需求，分析致
贫原因，多措并举，全面保障脱贫成效，这始终是
亳城镇脱贫工作的着力点。加强源头治理，推动
整改举措持续落地见效；创新脱贫思路，加强产业
扶贫，大力发展大棚蔬菜、肉牛养殖、生猪养殖等
高效农业，广开农民增收致富的门路；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切实提高脱贫质量，对符合条件的四
类重点对象危房进行改造，确保群众住有所居、住
房安全有保障。105人享受雨露计划补助资金
15.75万元，解决了贫困学生上学难问题；全面落
实县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
保险、医疗保障专项资金、民政医疗救助“五道防
线”保障机制，消除了贫困群众看病之忧。

产业扶贫 筑牢稳定脱贫根基

51岁的陈保军，是亳城镇陈流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前几年患上股骨头坏死，花了很多钱。
加之孩子上学、老母亲常年有病，让他感到压力
很大，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2016年，在镇村扶贫干部的劝导帮扶下，陈
保军振作精神，通过金融扶贫贷款5万元发展蔬
菜大棚。他自己不能干就雇人干，农业专家免费
指导，当年大棚收入就突破5万元。看到这么好
的效益，陈保军对生活充满了信心。2017年，他
再次扩大规模，收入比之前翻了一番。

近年来，亳城镇紧紧抓住贫困人口脱贫和防
止脱贫人口返贫两个关键，坚持把发展产业、稳
定就业作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治本之策，充分利用
到户增收、小额贷款等政策，鼓励群众因地制宜
发展种植、养殖、加工等优势产业。累计建成产
业扶贫就业点8个，吸纳148名建档立卡贫困群
众就近就业。

安阳高科电子器材有限公司是亳城镇刘七
级村一个扶贫就业点，公司主要生产纳米晶带
材、磁芯微型互感器。通过送岗上门、就近就业
的方式，公司带动 50多人就业，其中贫困户 20
多名。“这儿离家近，每月能挣2000多元钱，还能
照顾家人和孩子，非常满意。”一名正在生产线上
忙碌的贫困户高兴地说。

党建引领 激发强大攻坚合力

为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亳城镇坚持以脱贫
攻坚为统揽，不断强化党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
合，建立完善的领导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

监督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该镇累计培训扶贫干部50次 6300余人次；

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12个，补助资金 119万
元，目前全镇28个村级活动场所全部达标；通过
规范农村“三资”管理、规范租赁合同、发展特色
产业等渠道，6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达 5
万元以上，非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2万元以
上。扎实开展“农村基层红旗党支部”评选、“基
层党建规范提升年”、党建示范点创建等活动；大
力实施“头雁工程”，稳步推进农村党组织书记和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激发村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和创新力。

长期以来，李次范村无产业，无集体经济收
入，村民的致富路走得非常艰难。李志刚当上村
党支部书记后，通过“合作社+养殖基地+贫困
户”方式，每年为村内贫困户固定分红，还吸纳
10余名贫困群众到基地务工，年工资收入达2万
元以上。

在李志刚的带动下，李次范及其周边村庄现
有 20户普通群众和 10余户贫困群众搞起了肉
牛养殖，贫困户依托“牛”产业摆脱贫困，过上了
幸福生活。

“我们的目的是，让村民们都能牵住这个
‘牛’鼻子，过上‘牛’日子。”李志刚说。

如今，亳城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钱袋子鼓了起
来，腰板直了起来，精神头提了起来，洋溢在脸上
的笑容正是亳城镇党委、政府向人民群众交上的

“答卷”，一系列精准扶贫举措让贫困户幸福感、
获得感不断提升的同时，也为乡村振兴建设奠定
了坚实基础。

刘超 桑晓攀 文/图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内黄县亳城镇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近年来，内黄县城关镇深入贯彻
落实精准扶贫方略，用足用好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和兜底保障扶贫“三大法
宝”，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累
计实现脱贫626户2280人，综合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0.44%。

围绕产业做文章
稳定增收有底气

产业发展是脱贫之基，城关镇突
出三种模式引领，强化两项保障，在做
大做强产业上精耕细作。

以基地建设为引领，在镇东北区
依托真武庙大棚蔬菜和宛庄温室大棚
两个产业扶贫基地，示范引领8000余
亩温室大棚，建成千亩大棚蔬菜产业
区；以老倔厨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实行

“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运作模
式，种植3.5万亩高油酸花生，建成万
亩花生油料产业区，形成购销、加工、
运输一条龙的豫北最大花生交易市
场；以高效种植模式为引领，在常小汪
等村推广“瓜、油、菜”套种模式，实现
三种三收；在李小汪、北仗保、陈营等
村引进蟠桃和秋桃种植试验示范，建
成高效特色林果产业区。

强化技术保障，成立专业培训团
队，开展不同层次的培训，切实提升贫
困户种植技术，增强他们的脱贫信心。

强化资金保障，成立镇村金融服
务站，实行贷款一站式办理，贫困群众
不出村就能申请到扶贫贷款。五年
来，共为产业扶贫基地协调金融信贷
200万元，为贫困户办理小额信贷162
人次，发放贷款资金400余万元，促进
了产业提档升级。

挣钱顾家两不误
就业扶贫拔穷根

城关镇立足区位优势，以省内外
市场为目标，在东长固高标准打造产

业园区。
东长固产业园区占地30余亩，建

成6栋高标准生产车间及附属配套设
施，现已入驻安阳市丽派车业和河南共
美科技两家知名企业，创造电车安装、
成品包装、园区保洁等就业岗位500
个，带动贫困户就近就业70余人。西
长固村从深圳引进隆祥源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建立电子产品组装生产线，带
动就业35人，其中贫困户3户7人。

兜底政策有保障
脱贫路上不落人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城关
镇聚焦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针对特殊
困难群体，用足兜底保障政策。

全面落实防贫保险政策，由保险
公司针对性给予救助，确保防贫对象
不因病、因学、因灾致贫返贫。全面落
实农村低保兜底保障、农村特困人员

“五种供养模式”政策，做到“应保尽
保”。全面落实对孤弃儿童、事实无人
抚养儿童等特殊群体救助福利政策，做
到“应养尽养”。全面落实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政策，
做到“应补尽补”。全面落实农村留守
儿童、妇女和老年人关爱服务政策，做
到“应帮尽帮”。城关镇立足落实“四个
全面”，筑牢脱贫最后一道防线，确保脱
贫路上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刘超 郝林 文/图

用好“三大法宝”
决胜脱贫攻坚

——内黄县城关镇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积极参与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体现社会担当，是我们果蔬城义
不容辞的责任。”10月 13日，内黄果
蔬城总经理吴再说。

近年来，内黄果蔬城凭借产地
果蔬销售平台优势，积极践行企业
社会责任，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全力
以 赴 助 力 当 地 精 准 扶 贫 工 作 。
2018 年共帮扶 2043 户 5319 人实
现脱贫，2019年又与 2326户 7400
余人建立合作共赢模式，实现共同
发展、共同致富。因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成效显著，果蔬城被评为“助力
扶贫工作先进单位”，公司董事长任
大御被授予“河南省脱贫攻坚奉献
奖”。

联手合作探索机制，让利惠民
精准扶贫。该公司制定了“精准扶
贫、让利惠民、平等自愿、合作共赢”
扶贫策略，探索实行“金融+企业+
贫困户”扶贫合作机制，联手当地农
村信用联社，与 11 个乡镇、237 个
村、203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共计
5319人签订了企业带贫协议，每户
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放扶贫补助
金，实现了当年帮扶、当年脱贫的目
标。

发挥优势提供岗位，实现农民
稳定脱贫。果蔬城是连接一产、二
产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有着广泛的
客户和合作单位，具有为贫困群众
提供稳定就业岗位的优势。几年
来，该公司直接安排贫困户长期就
业 20人，每人年收入 2万元以上；
安排季节性贫困农民工近 500人，
每人年收入1.2万元左右；发挥市场
龙头作用，鼓励相关行业优先使用
贫困户近3000人就业。

制定政策鼓励创业，扶贫扶智
激发动力。该公司充分发挥省级农
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园的优势，加大
市场内创业企业孵化力度，先后催
生各类企业420家，吸引了2000余
名返乡创业人员入驻创业，其中对
入驻创业的贫困户，实行免费提供

6个月的摊位租期、免收交易服务
费和物业管理费、提供就业贷款及
培训等多项特殊优惠政策，先后吸
引 73 户贫困户到果蔬城创业，其
中，王红霞、袁艳伟等 12户创业家
庭年收入达10万元左右，已经步入
小康行列。

产业带动助农增收，保底分红
巩固成果。2019年，内黄县脱贫摘
帽，果蔬城坚持脱贫不脱责任，久久
为功巩固扶贫成果。一是建设产业
扶贫基地。按照县委县政府“以绿
色理念引领产业提质增效、以产业
带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围
绕“产业扶贫”主题、突出“高效模式
示范普及、新型农民教育培训”两大
内容，投资 6480万元，在马上乡筹
建占地 1078.48亩的扶贫农业示范
园区，既能为贫困群众免费开展岗
位技能培训，又能通过共商、共建、
共享的利益链接机制，安排周边
3000余名贫困社员入园就业，人均
年增收2万元以上。二是按照“巩固
脱贫成效、群众自愿入社、实现共同
发展”的原则，与县、乡一起对全县
的脱贫农户进行认真审核，选定了
2326户作为内黄县鼎裕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社员。果蔬城作为理事长单
位，将果蔬城的生产设施投入合作
社使用，与贫困户同经营、共发展，
并签订协议，确保贫困户享受不低
于入社资金年6%的保底收益分红，
确保社员退社时投入资金能全额退
还，以保障贫困户稳定脱贫成果，不
再返贫。 刘超 郭亚伟 文/图

践行社会责任
倾心助力扶贫

——内黄果蔬城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春萌瓜菜育
苗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袁旭海在给
村民讲解瓜苗嫁
接技术

内黄果蔬城

帮扶干部（左）在帮群众采收甜瓜 翟书生 摄

农民工在扶贫就业点就近务工

亳城镇西亳
城村蔬菜市场,农
民正在对西红柿
分拣装箱

真武庙村脱贫户王麦平正在管
理大棚西红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