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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

之年。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今年以来，作为国家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社旗县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基层党建与脱

贫攻坚同频共振，战“贫”和战“疫”同向

发力，攻坚减贫与巩固脱贫成果同步推

进，脱贫攻坚捷报频传、硕果累累。

截至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28235 户 88224 人中，已有 24573 户

81563人顺利实现稳定脱贫，贫困发生

率由 2014 年的 10.36%降至 0.99%，

85个贫困村全部达标出列，贫困县实现

脱贫摘帽；2018年以来在省市历次脱贫

成效考核中，社旗均位于“好”的等次，

2019年脱贫成效考核居南阳市第一，今

年上半年代表全省顺利通过贫困县退出

国家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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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主线”掌舵把方向

“脱贫攻坚越到紧要关头，越到最后阶段，越要把加强
和改善党的领导抓紧抓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根本保
证。”县委书记余广东说，社旗县坚持以党建链为轴心，做
活“融”字大文章，把资源、资金、人力、物力凝聚在脱贫攻
坚前线，真正发挥“1+1>2”的效应。

“安菜达蔬菜种植产业联合党支部成立后，针对企业
提出的土地租赁问题，通过镇村组党员干部挨家挨户上门
做工作，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蔬菜基地面积就扩大了近
2000亩。”苗店镇党委书记陈国刚说起全域党建的累累硕
果，心里格外畅快。他介绍，该镇蔬菜扶贫产业目前已覆
盖全镇13个行政村、42个自然村，培育壮大了3家公司、3
家蔬菜种植合作社、20余户种植大户，通过务工就业、土
地入股、股份帮扶、返租倒包等形式，带动 2000余名贫困
劳动力就近务工，830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

社旗县出台《关于推进全域党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工
作的实施意见》，按照“因需而建、应建尽建，因需而联、应
联尽联”的原则，打破“地缘”“业缘”限制，采取组织联建、
产业联推、服务联动和资源共享、党员共管、活动共办的办
法，实施与挂牌督战工作要求相结合、与年度重点脱贫任
务相结合、与产业就业相结合“三个结合”的模式，在不改
变现有党组织建制的基础上，打破原有地域、层次、行业等
限制，在全县建立县、乡、村三级非建制性联合党组织。全
域党建的推行，改进了组织运作方式，拓宽了产业发展渠
道，强化了兜底保障力度，凝聚了四联共建合力，把更多的
体制外、域外党员等各类要素以组织形式引领凝聚到了脱
贫攻坚一线，彻底改变了以往摇旗呐喊指挥的多、扛枪冲
锋陷阵的少的局面，“红色引擎”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步伐明显加快。

“脱贫攻坚战场在哪里，贫困群众需求在哪里，全域党
建党组织就建在哪里。”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姬欣介绍，
该县采取“5+X”模式，结合脱贫攻坚12个专项工作，成立
了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工、域内就业、兜底保障等 5个
联合党总支和蔬菜、中药材、林果、兜底保障、社会扶贫、光
伏、电商、扶贫车间、农村保洁、风电等11个特色联合党支
部；各乡镇结合产业发展实际，采取“党建+”的形式成立
了相应组织，并将驻村结对帮扶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涉农龙头企业中的党员纳入进来，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
上、党员示范岗建在致富项目中，凝聚起攻坚强大合力，初
步形成了“全领域统筹、全覆盖推进、全方位引领”的党建
助脱贫新格局。

眼下，在社旗，全域党建以强有力的组织优势和资源
优势，成为基层党员干部破解工作难题的“金钥匙”。截至
目前，社旗县联合党委组建 5个联合党总支、11个特色联
合党支部，在乡镇组建 21个脱贫攻坚联合党总支、65个
专项联合党支部、194个村级联合党支部、530个联合党
小组，近3万名域内外党员主动参与进来。非建制性党建
对建制性党建起到完美的补充和优化，让一个个“党建孤
岛”串联成“党建高地”，形成了全域党建共融、共享、共赢
的可喜局面。

“双业”铺平增收路

“脱贫攻坚，重点在产业，关键在就业。”县长张荣
印介绍，走好“产业+就业”的扶贫路子，带来了“两
业”的共融互促、相得益彰，实现了产业带动就业、就
业激活产业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

“在基地干活，只要肯下力，一天能挣200多元。”
金秋十月，风清气爽，位于饶良镇的润辉农业有限公
司供港蔬菜基地绿意盎然、一派繁忙，来自黄桥村50
多岁的王凤玲手脚麻利，有说有笑地和大家伙儿一块
采摘、分拣蔬菜，幸福和满足写满双颊，“是产业发展
让俺端上了增收‘铁饭碗’。”

产业是脱贫之基、强县之本、致富之源。社旗县
持续把产业就业扶贫作为实现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和
可持续发展的治本之策，按照“全力抓脱贫，重点抓产
业，关键抓精准，核心促增收”的工作思路，坚持“输
血”与“造血”结合，增强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特色产
业扶贫之路越走越宽。

在产业扶贫方面，该县专门成立农业扶贫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坚持“统一规划、集中建设、政府扶持、龙
头带贫”的发展思路，按照资金跟着贫困户走、贫困户
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
场走和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群发展、资源集约利用、
功能集合构建的“四跟四走四集”原则，以绿色、有机
为发展目标，以推进产业培育、基地建设、带贫减贫为
重点，紧密结合当地种植习惯和区位优势、资源优势，
确立了“蔬菜、中药材、林果、畜牧”四大扶贫主导产

业；同时，制定差异化扶持政策，打破镇村行政区划，
坚持成果各乡镇共享，培育壮大了满义蔬菜、安菜达
蔬菜、仲景艾草、卓和林果、金构农牧等 11个县级标
准化产业示范基地和26个牧原集团“百场千万”工程
项目，扶贫产业总面积达到 25.64万亩，实现了对 16
个乡镇（街道）全覆盖，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产业扶贫大格局。

同时，该县还出台了《发展壮大农业扶贫产业的
实施意见》《产业就业扶贫奖扶暂行办法》《农业扶贫
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产品认证扶持验收奖补办法》等
规范性文件，做到对贫困户、参与带贫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带贫企业的政策上支持、项目上倾斜、资金上
扶持。依据贫困户家庭实际情况，灵活采取转移就
业、土地入股、返租倒包、订单收购、托管经营、股份帮
扶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引导贫困群众主动参与
产业发展，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机衔接，全
县各类扶贫产业累计带动贫困户 6万余户次。种树
种花种风景，种菜种药种财富，让贫困家庭一度沉睡
的土地、劳动力和自然风光等要素“活”了起来，使资
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铺就了致富路。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持续提升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工资性收入，该县强力推进就业意愿、就业技能
与就业岗位精准对接，强力推进组织劳务输出、吸纳
本地务工、扶持返乡创业、安置扶贫公益岗位“四个优

先”，持续增强贫困群众发展后劲。依托带贫企业、社
会培训机构开展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实现有培训意愿
的贫困劳动力应训尽训；积极与发达地区开展劳务合
作，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设置保洁员、护林
员、护理员等扶贫公益岗位，吸纳贫困群众就近就业；
对实现稳定就业的贫困劳动力，依据务工收入情况发
放就业奖补，鼓励引导贫困群众参与就业，实现增收。

截至目前，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有就业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共23607人，已全部实现稳
定就业，其中劳务协作对外输出 1460人，就近就业
2999人，自主创业带动就业229人，中介组织介绍就
业 6422人，利用再就业资金设置公益岗 4927个,利
用县级整合资金设置公益岗位 2369个，自主外出务
工 5201人；健全“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防控、产
业支撑”金融扶贫四大体系，建立县乡村金融扶贫服
务组织，全县评级授信贫困户 20748户，累计安排风
险补偿金 8160万元，围绕发展产业的贫困群众和参
与带贫的市场主体，累计发放各类扶贫贷款 12.12亿
元，受益贫困户22375户次。

“三保障”夯实脱贫根基

“脱贫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两不愁三保障’
是决战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余广东介绍，社旗县始
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按
照“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要求，扑下身子“拔穷
根”，精准施策“脱真贫”，凝神聚力“真脱贫”，其中突出
抓好教育、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夯实脱贫根基。

“俺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看病有医保，上学有补
贴，政府还帮助改造了危房，日子过得越来越滋润，以
后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国庆、中秋“双节”，走进
唐庄乡官营村脱贫户郎学师家，安静的小院温馨怡
人，政府投资 3.5万元由C级危房重新维修改造的新
房子，面积虽然不大，但收拾得干净整洁，摆设简单却
井井有条。而郎学师家的变化，只是社旗县落细落实

“两不愁三保障”的一个典型缩影。
教育扶贫方面，贫困学生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各项资助政策精准落实，2019年以来的三个学期，累
计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43682 人次，资助资金
2430.01万元，实现贫困学生“应助尽助，不漏一人”；
先后投入资金 7.82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 189
所，全县适龄学生入学率达到100%；疫情防控期间，
累计帮助 952名贫困学生解决在网上学习过程中存
在的缺少手机、电脑或者无网络信号、网络信号不畅
等问题。教育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实，从根本上阻断了
贫困代际传递。

健康扶贫方面，全面落实贫困群众参保补助政
策，特困供养对象全额补助。去年至今，全县累计发
放慢性病就诊卡 2.9万个，累计就诊 90余万人次，报

销医疗费用4851万余元，贫困群众县域内就医落实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共计 2.3 万人次，
各类医保政策共计报销 100 余万人次，报销医疗费
用 2.4亿元；投入资金 7008.4 万元，对县内重点医院
进行扩建升级，新建、改扩建乡村卫生机构 90个，实
现了贫困群众县域内就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政康保工程”、
城乡医疗救助和医疗兜底救助六次报销“一站式服
务、一窗口办理”，全县贫困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大幅
提升。

危房改造方面，对所有贫困户住房全部进行安
全等级鉴定，投入资金 1.52 亿元，改造农村危房
8874户，切实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农户

“忧居”变“优居”，贫困群众全部住上了“放心房”
“安全房”“满意房”。另外，投入资金 1.12 亿元，对
117 个行政村实施安全饮水工程，全县集中供水率
达到 87.57%，其中 85 个贫困村集中供水率达到
100%。

住有所居、居有所安，病有所医、弱有所扶、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社会保障全，脱贫根基稳，政策红
利正引领全县群众向全面小康阔步迈进。

教育扶贫富脑袋

“四集中”织密兜底网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是脱贫攻坚收官战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张荣印介绍，社旗县应兜尽兜、不落
一人，以“四集中”破解“幸福密码”，确保了建档立卡贫
困户特困群众高质量脱贫。

“住的像宾馆，吃的似饭店，护理有‘保姆’，医生
在身边……”今年国庆，入住兴隆镇珪璋村幸福大院四
个多月的丁成全老人，完全没有了当初“七十不过夜，八
十不出门”的顾虑，“幸福大院真幸福，这里就是我的家！”

2017年老伴儿去世后，丁成全孤身一人无依无
靠，幸福大院建成后，镇村干部和帮扶人多次上门才做
通思想工作，他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勉强”住进来
的。他说，来时不想来，一来不想走，住到幸福大院就
像掉进了“福窝里”。

从“有顾虑”“不想来”到“真幸福”“不愿走”，是该

县扎实推进“四集中”兜底保障工作的缩影。
今年以来，社旗县把特殊贫困群体兜底保障工作

作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举措，对符合“三类人
员、六种情形”条件的人员，灵活实行村级幸福大院集
中托管、乡镇敬养老机构集中供养、社会福利机构集中
托养、卫生机构集中治疗康复“四集中”的办法，通过整
合各类社会资源、政策资金、部门职责和医保政策“四
种整合”措施，有效破解了机构建设、运营经费、监督
管理和医养结合“四大难题”，妥善解决了谁来兜底、
长期运营住得起、谁来监督管理、提升服务质量等问
题；同时，通过分类施策、加大投入、规范管理、强化服
务，确保兜得全、兜得住、兜得好、兜得稳，让特困群众
过上幸福生活。

目前，全县累计筹措投入资金1.06亿元，建成“四

集中”机构100家（其中幸福大院52家），在建档立卡
贫困户兜底保障对象中，符合条件的2609人全部入住
相应机构集中供养，实现了“托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
幸福一家人”。

行至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楫，收官之年当有
收官之策。余广东表示，全县上下将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恒心、“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劲，当好“排头
兵”，狠下“绣花功”，啃下“硬骨头”，向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发起最后的冲刺，早日实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社旗党员干部初心未
改，父老乡亲梦想可期，正奋勇走上实施乡村振兴的新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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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大院欢笑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