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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 精准施策奏凯歌 小康路上竞出彩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廖涛 王雪 王修文

这是一段鏖战贫困的时代凯歌，这

是一幅乡村嬗变的美丽画卷，这是一张

群众阅评的民生答卷。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秦巴山系连片

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南召县扛稳

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树牢有解思

维，按照“四个切实”“五个一批”和“六

个精准”的要求，以动态管理为基础，以

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增加收入为核心，

找最差、强弱项、补短板，抓产业、带就

业、促创业，持续发力、精准施策，下足

“绣花”功夫，截至2019年年底，全县贫

困发生率降至0.92%，蹚出一条贫困山

区精准扶贫新路子。

今年 2月 28日，对于南召县来说，

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好日子。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中，迎来了一个激动

人心的喜讯，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南召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顺利脱贫摘帽。

南召县于 1989年被确定为国家级

贫困县，到2019年实现摘帽，历时整整

30 年。30 年砥砺奋进，30 年沧桑巨

变，抒写了一篇宏伟壮丽的历史华章。

从 1989 年至 2019 年，生产总值增长

26倍，财政收入增长33倍，农民人均纯

收入增长 47倍，经济社会实现翻天覆

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水平实现

跨越式提升。

南召县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脱贫攻坚的
各项决策部署，制订出台《南召县打赢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计划》，抓重点、破难点、补短板，着力提高脱贫质量，确保
脱贫攻坚“工作务实、过程扎实、结果真实”。

加强组织领导。县里成立脱贫攻坚执行指挥部，组
成16个工作专班，县四大班子领导全员上阵，尽锐出战，
合力攻坚。全县分为四大战区，由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
任战区指挥长，督促、指导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县
委、县政府每月召开一次专题会议研究扶贫工作。紧盯
工作进度，适时召开脱贫攻坚碰头会、周例会、协调会、推
进会、誓师会，部署工作，加压推进。建立现场办公、暗访
调研制度，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暗访调研、督促检
查，发现问题现场办公解决。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六个
精准”“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综合施策，靶向治疗，提
高脱贫攻坚工作质量。

精准识别退出。严格按照贫困户识别退出“一收入两
不愁三保障”标准和“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程序，
实行贫困人口动态管理制度。在精准识别上，建立健全贫

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摸
清，完善了档卡资料，全面澄清贫困户底子，实现扶贫对象
精准。在精准退出上，每户脱贫户均有稳定的增收渠道，
并严格经过民主评议、核实认可、公示公告等程序退出，严
格落实“四道防线”，严防脱贫不实隐患。同时，严格落实

“四个不摘”政策，对已脱贫群众做到结对帮扶不脱钩、不
断档，政策落实不取消、不降低，收入监测不放空。

聚合帮扶力量。实行县四大班子领导联乡包村帮
户制度，把核心力量集中到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乡和
村，着力破解发展难题；开展“党员干部带支部”活动，筛
选 310 名乡科级干部、县处级干部分包 310 个行政村，
着力推进村级阵地建设，密切党群关系，发展致富项目、
助力脱贫攻坚；挑选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较强的 300
名乡镇干部担任村级脱贫责任组长，实现“一对一”全覆
盖；补充调整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队员，实现了重点贫困
村和深度贫困村驻村帮扶队伍全覆盖；省、市、县、乡
4716名党员干部与全部贫困户结为帮扶对子，实现贫困
户帮扶全覆盖。

深化全域党建。南召县从实际出发，打破条块、地
域、层级等限制，紧扣培育产业、安置就业、兜底保障等重
点，采取组织联建、产业联推、服务联动，资源共享、党员
共管、活动共办的办法，把脱贫攻坚中有关联的党组织或
党员联合起来，建立非建制性党组织，建强脱贫攻坚一线

“党建链”，形成全领域统筹、全覆盖推进、全方位引领的
大党建格局。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的基础上，组建县脱
贫攻坚联合党委；在县脱贫攻坚专班的基础上，组建 19
个联合党支部；乡镇依托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工作专
班和重点工作组建 15 个联合党总支、147 个联合党支
部。集聚优势动能，集中优势兵力，实行联合作战，共同
奏响脱贫攻坚“大合唱”。

“今年全县还有 2456户 5401人未脱贫，啃下最后的
‘硬骨头’任务很重，必须一鼓作气、决战决胜，高质量完
成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我们要以担当之责、精准之策、
严实之态，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南召县委书记刘
永国在不久前召开的县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上再次发出的
总攻动员令。

“这两年，村里建起标准化大棚免费给俺用，培训香
菇种植实用技术，俺现在熟练掌握一整套实用技术，再也
不晕着头蛮干了。去年香菇出菇季节，俺请五六个亲戚
帮忙采摘，忙不过来，急得直发愁！”南召县乔端镇马别湾
村贫困户苏长丰喜忧参半地说。

她高兴地掰着指头算一笔账：2016年种植 3000袋，
1袋收入 3元，收入 10000多元。2019年种植 12000袋，
1袋收入 6元，净增长 3元，收入 70000多元，收入翻了一
倍。

3年多来，马别湾村通过向上积极争取项目资金，陆
续建起了 1座大型恒温大棚、3座双层标准化发酵大棚、
20座标准化种植大棚、一座标准化菌棒生产车间、1座 10
吨的鲜香菇存储冷库，形成了完整的香菇种植产业链，群
众富在产业链上。全村香菇种植40万袋，其中20多户贫
困户种植香菇，最多的贫困户 1年种植 20000袋，一年净
收入 10万元。全村 37户贫困户已脱贫 36户，贫困发生
率由2016年的37%下降至2019年年底的0.2%。

“出路在山，希望在林”。针对全县贫困人口集中在
深山区、“守着金山要饭吃”的实际，南召县委、县政府秉
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唱“山歌”，念“林
经”，以林业产业发展为核心，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林+N”生态扶贫是南召县的创新之举、点睛之笔。截至
目前，仅食用菌产业，全县实现年产值3亿元，净收入近2
亿元，每年种植袋料香菇约 3000万袋，其中贫困户 685
户种植约750万袋，年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产业扶贫是根治贫困的“良方”。南召县探索“6+
N”“六金富民”产业扶贫模式，大力发展酵素、艾草、柞蚕、
苗木花卉、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建成特色种植基
地 125个；实施林果药一体化、林苗景一体化、林蚕菌一
体化、林养游一体化的“林+N”生态扶贫模式，贫困群众
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参与务工、辐射带动等多种模
式实现增收致富。南召县“林+N”生态扶贫经验全省推
广，示范基地辐射带动被评为全省农业产业十大典型模
式之一。

南召县大力实施四个“一体化”工程，拓宽了林业特
色产业扶贫路径，拉大了林业产业发展框架，让贫困群众
端起“绿饭碗”，吃上“生态饭，鼓起“钱袋子”，从绿色发展
中获得最长远、最稳定的收益。

林苗景一体化，主要是发展玉兰花木产业，全县种植
40万亩，带动贫困群众7800余人，年户均收入10000元；
林果药一体化，以辛夷、皂角、杜仲为主的木本中药材，全
县种植面积 52万亩，带动贫困户 2600多户，年户均收入
3000元；以黄金梨、硬质桃、葡葡、核桃、石榴等为主的高
效林果业，发展林果基地26万亩，带动贫困户1800余户，
年户均收入3000元；林蚕菌一体化，主要发展柞蚕养殖、
食用菌种植、林下养殖，带动贫困群众 1000余户稳定增
收，年户均收入 10000元；林养游一体化，大力推动林下
经济、健康养老、休闲旅游一体化发展。全县已建成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 1个、省级森林公园 2个、乡村旅游示范园
区和乡村旅游示范点 25 个，带动贫困群众 1200 余户

3200余人稳定增收。通过推广“林+N”扶贫模式，实现乡
乡有产业、村村有基地、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有了产业支撑。

就业是民生之本。南召县建立劳动供需平台，对贫
困户实施订单式培训，涉及电工焊工、畜牧养殖、柞蚕养
殖、香菇种植等 10余个专业，已培训贫困群众 2.5 万余
人，极大提高了贫困群众就业创业能力；投资 6800余万
元，建成139个扶贫车间，带动956名贫困人口就业；开发
公益性岗位 5471个，选聘就业能力弱、外出务工不便的
贫困群众担任护林员、保洁员、护河员、护路工。南召县
实施“双业星火计划”，从技能培训、提供产业就业平台和
加大资金支持等全方位着手，县里每年都拿出1500多万
元真金白银奖励那些发展产业、务工就业的贫困户。此
举旨在倡导多劳多得、勤劳致富的理念，点燃贫困群众致
富内生原动力，调动贫困群众致富增收积极性，群众如实
申报劳动收入，年度家庭收入真实、透明。

狠抓光伏扶贫，建成12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78个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共计 144.7兆瓦。目前，光伏资产收
益采取差额化分配的方式覆盖 15664户，保障了 300个
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狠抓金融扶贫，累计投入扶贫类
贷款 6.41亿元，通过户贷户用、企贷企用带贫等形式，累
计带动 10279户。其中户贷户用扶贫小额贷款 4623户
1.89亿元，企贷企用66笔 4.52亿元，带动贫困户5656户。
狠抓社会扶贫，开展“百企帮百村”活动，组织全县128家
优秀企业结对帮扶130个村，帮带12742户贫困户。

南召县白土岗镇柿园村单身贫困户陆兴强，年近六
旬，患有长期慢性病，一级重度残疾，老人主要依靠低保
兜底、政策扶持维持生活，属于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最难
啃的硬骨头”。由于缺乏劳动力、居住位置偏远，年人均
收入和“通有线电视”两项指标未达标。

为增加其基本收入，村干部帮助其申请低保提档，让
他享受政策红利；白土岗镇政府统筹社会扶贫力量，明确
一个企业对其进行结对帮扶，拓宽收入来源。为解决电
视网络的缺失问题，帮扶责任人协调县网通公司“智慧广
电”助脱贫活动，上门为其免费安装“数字网络”，让其足
不出户享受丰富的精神大餐。如今，两项脱贫指标均已
达标，实现稳定脱贫，他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感激之情
溢于言表。

南召县聚力扶贫项目建设，着力开展扶志行动，建立
健全长效机制，各项行业扶贫政策落地生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指数飙升。

落实行业政策。教育保障方面，2016年以来累计投
入 4941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82494人次，实现贫困家庭
学生就学保障资助政策全员全学段的全覆盖，全县无因
贫辍学学生。投资 3.4亿元，实施中、小学及幼儿园改扩

建项目，教育基础能力显著提升。
医疗保障方面，构建健康教育—慢性病救助—大病

保障的“三位一体”全链条。2017年以来共为贫困户办
理慢性病卡18349人，为困难群众补贴五次报销费用4亿
元，惠及困难群众 34.4万人次；建立健全五次报销体系，
实现了贫困人员参保率、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服务、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4个百分之百。

住房安全方面，投入资金1.47亿元，为困难群众改造
危房 9697户，对 12436户贫困户实施“七改一增”，改善
家庭户容户貌。“十三五”期间共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专项
资金投资 61234万元，建设集中安置点 35个，完成搬迁
安置建档立卡贫困群众2872户 9739人。目前，易地搬迁
工作重点转移到社区管理、产业发展和就业帮扶、文明创
建等方面，做好“后半篇文章”，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兜底保障方面。实施“两户合一”政策，确保小康路
人不落一人。南召县未脱贫的 2456户 5401人已全部纳
入低保或特困供养救助，实现了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政
策深度融合。实施“两保”工程，解决因祸因病致贫返贫
问题。“政福保”“政康保”工程的开展，降低了贫困群众致
贫返贫风险，充分发挥了“救急难、兜底线”作用。同时，

实施“四集中”新举措，对特困供养、重度残疾、重症慢性
病、失能半失能人员以及孤儿、孤寡老人实行集中供养。
已投入4000余万元，新建改扩建养老服务机构 65家，增
加床位3000多张，集中供养特殊贫困群众2423人，实现
了“四集中”兜底保障全覆盖。

完善基础设施。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 24亿元，实
现了102个贫困村通村公路硬化率、通客运班车率、通动
力电率、户户通电率、光纤通达率均达到100%，所有贫困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卫生室达标率、卫生室合格医生
和广播电视覆盖率均达到 100%。向上争取 PPP整村推
进项目资金 8.6 亿元，对 213 个行政村实施整村推进项
目，统筹推进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争取
移民资金2121万元，补齐24个整合资金与PPP项目无法
覆盖的非贫困村基础设施短板，涌现出一批基础设施完
善、村容村貌靓丽的“明星”村。

万马奔腾踏平川，鲲鹏展翅竞苍穹。站在历史新起
点，南召县矢志不渝守初心，奋发有为担使命，保持攻坚
态势，积极应对疫情影响，持续巩固脱贫成果，有序衔接
乡村振兴，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中原出彩作出应有
的贡献!

全面构建责任体系 落实精准扶贫方略

南召县城郊乡史庄村集中光伏电站航拍图

生态扶贫催生出风景如画的美丽乡村

南召县四棵树乡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鸟瞰图

南召县五朵源公司中药材种植基地里群众在除草

贫困群众喜获丰收摘梨归来

贫困群众分拣新鲜菊花增加收入

扶贫就业车间贫困户在卷艾条

创新生态扶贫模式 群众收入多重叠加

行业政策落地生金 织密社会保障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