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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奋力书写脱贫攻坚的出彩答卷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刘慧超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如今，决战贫
困的“百米冲刺”已经来到。

“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728个贫困村
出列，47.4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3年年底的9.1%下降到2019年年底的
0.5%。”“剩余2.5万贫困群众也全部达到脱
贫退出标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
决……”

11月4日起，洛阳市委宣传部、市政府
新闻办举行洛阳市“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来自洛阳
各县（市）区，以及洛阳各有关部门的主要
领导、扶贫脱贫代表，讲述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扶贫脱贫的奋斗故事，向社会发布洛阳
推进落实脱贫攻坚重点任务的举措成效。

在嵩县三合村，青山绿水间，一座座写
生宾馆沿汝河而建，白墙黛瓦、乡愁乡韵，
宛如一幅田园水墨画；在伊川鸦岭，“岭上
硒薯”土里“掘金”，让望天收的山坡地种出
了“万元田”；在栾川潭头，易地搬迁社区成
为大山里最亮丽的风景，人们告别山沟、搬
进新家，开启新的生活；在汝阳小店，村村
建起了“互联网医院”，一条网线让乡亲们
足不出村“云端”就诊……放眼河洛乡村，
一幕幕真实、生动、精彩的脱贫故事，汇成
河洛大地决胜全面小康的脱贫答卷。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以
来，洛阳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决策部署，坚持
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紧盯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和到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目标，强化
领导责任，细化工作举措，落实帮扶政策，
狠下“绣花”功夫，在全省脱贫攻坚成效考
核中，洛阳连续4年处于“第一方阵”。

洛阳市委主要领导表示，要坚定一抓

到底、决战决胜的信心决心，以敬畏之心、
使命责任把这项“国之大者”的政治任务、
民生工程坚决彻底、不折不扣完成好，全力
冲刺、决战决胜，确保全市脱贫攻坚工作质
量高、成色足、可持续，向党和人民交上一
份优异答卷。

从“洛阳南极”嵩县白河镇，到宜阳县
最偏远的花果山乡；从栾川、汝阳、洛宁等
贫困地区，到新安、偃师、孟津等非贫困地
区，洛阳市主要领导的扶贫足迹遍布脱贫
任务重的乡镇和贫困村，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直奔一线，与干群同坐一条板凳，拉家
常、听民生，教方法、指路子，把总书记的亲
切关怀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洛阳市先后
出台《洛阳市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方
案》《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以
及《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县和深度贫困村脱

贫攻坚实施方案》《关于加强非贫困县和非
贫困村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工作的意见》等
政策措施，一套立足洛阳实际、行之有效的
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考核体系等

“四梁八柱”性质的顶层设计落实见效。
从市县乡村四级书记“挂帅出征”，到

14个重大专项指挥部“握指成拳”；从攻克
深度贫困堡垒，到统筹非贫困地区贫困人
口脱贫；从第一书记轮流驻村、并肩作战，
到城市区对口支援贫困县，从整合行业部
门资源到凝聚社会爱心力量……河洛大地
涌动万众一心攻坚脱贫的热潮。

面对疫情，洛阳市坚持“战‘疫’”“战
贫”两场硬仗一起打，疫情应对、重点攻坚、
成果巩固三管齐下，脱贫攻坚打出总攻气
势、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以来，全市投资14.3亿元，实施产
业扶贫项目1170个，带动贫困群众11.9万

户。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洛阳市统筹解
决贫困群众务工难、带贫企业复工难、扶贫
产品销售难、扶贫项目开工难等问题。全
市发放“精准扶贫企业贷款”6.4亿元，实现
21.7万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670家带贫企
业、231个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产，2256个
扶贫项目全部完工。

“在脱贫主战场，一大批党员干部脚下
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用自己的‘辛苦
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洛阳市政府
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该市将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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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洛阳市教育系统始终把打
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义务
教育有保障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
行业优势，围绕明确目
标、摸清底数、严格标
准、压实责任四个方面
重点工作持续发力，全
面提升贫困地区教育水
平。

截至今年10月底，洛阳市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在 校 学 生 共 计
894202人，已无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
适龄儿童少年因贫困失学辍学现象，实
现全市义务教育控辍率动态清零。

同时，洛阳市持续加大学生资助工
作力度，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目前已实
现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全覆盖；明确责
任、狠抓落实，让资助工作涵盖学前教
育、高中教育、中等职业学校、高校等全
领域，确保国家、省、市资助政策全程全
部优先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全部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实现“应助尽助”。

在校舍建设方面，洛阳市
继续实施贫困地区乡村教
师周转宿舍建设工程，
2020年新建、改扩建农
村 教 师 周 转 宿 舍 500
套，5年累计完成 3481
套；加强农村寄宿制学
校和小规模学校建设，
2020年新建、改扩建农

村寄宿制学校 98所，5年
累计完成455所；实施第三

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2020年
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50所。在

改善贫困地区和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方
面，洛阳市“全面改薄”项目已全部完成，
惠及1368所学校。

“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
场关键战役。”洛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洛阳市将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
续提升贫困人口的教育获得感，努力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教育扶贫：义务教育控辍率动态清零
农村危房改造是帮助住房

危险、经济贫困群众，通过
就地就近改造，解决住房
基本安全问题的一项实
实 在 在 的 惠 民 措 施 。
住房安全有保障是脱
贫攻坚“两不愁三保
障”的重要标志性指标
和任务，直接关系到脱
贫攻坚战的成色和质量。

据悉，脱贫攻坚战以
来，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大力开展农村危房改造清零行动，
累计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
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31664户，今年上
半年顺利实现全市存量危房全部清零的
目标任务。2019年以来，洛阳市危房改
造工作各项指标在全省位居前列。

创新鉴定模式。按照先确定身份信
息、后鉴定危房等级的程序开展危房改
造。住建、扶贫、民政、残联四部门联合
比对，精准确定改造对象。县级住建部
门集中组织危房鉴定或委托第三方专业

机构开展房屋危险性鉴定，对4
类重点对象鉴定全覆盖，鉴
定结果挂牌公示。

聚焦重点群体，把
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
改造作为重中之重，
优先纳入改造计划。
强化技术培训，提高基
层干部管理水平和农

村建筑工匠业务技能。
严格落实“竣工一批、验收

一批、资金拨付一批”的资金
拨付制度，利用国家住房安全有保

障信息平台，对全市 122275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住房安全情况逐户开展核查
核验，确保住房安全有保障。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同志表
示，下一步，洛阳市将加强动态管理，建立住
房安全保障动态监测机制，及时对因自然灾
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住房返危和新增
危房及时实施精准改造，确保应改尽改。

住房保障：农村存量危房全部清零

饮水安全事关人民福祉。
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党的
十八大以来，该市紧紧
围 绕“ 水 利 工 程 补 短
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的治理理念，坚持农村
安全饮水系统治理、综
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
治理，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强
化工程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积极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农村安
全饮水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饮水安全助脱贫，股股甘泉润民
心。洛阳市水利局提前谋划，督促各县
（市）不等不靠，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要求，围绕补齐贫困地区水利基础
设施短板的思路，坚持“扶贫项目优先安
排、扶贫资金优先保障、扶贫工作优先对
接、扶贫措施优先落实”，加大对贫困地
区农村饮水安全支持力度。各县（市）通
过县级财政统筹整合使用扶贫资金、筹
措专项资金等方式，全力推进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建设。
据悉，2016 年以来，按

照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工
作统一要求和全市脱贫
攻坚总体计划，洛阳市
累计投资7.58亿元，精
准发力、精准施策，重
点针对贫困县和深度贫
困地区进行部署，累计

建成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工程 1299处，改善 1297个

行政村（含728个贫困村）饮水
条件，受益贫困群众 29.3万人。截

至2020年 6月底，实现了任务清零、问题
清零、贫困人口饮水安全百分之百动态达
标的目标。洛阳市共建成农村集中供水
工程4644处，集中供水人口411万人，集
中供水率达到 90%、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0%，超额完成全国“十三五”规划农村集
中供水率达到85%的目标，为洛阳市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奠定基础。

安全用水：贫困人口饮水安全100%动态达标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一直

是脱贫路上的“拦路虎”，治
“病根”才能拔“穷根”。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洛阳市卫生健康系
统坚持“保基本、兜底
线、可持续”的原则，紧
紧围绕“看得起病、看
得上病、看得好病、少得
病”的目标，全面落实健
康扶贫行动计划，实施“大
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
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的

“三个一批”行动计划，紧盯基本医疗保
障，从减轻困难群众医疗费用负担、全面
提升贫困人口健康水平和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着手，聚焦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特殊困难群体，综合施策、创新推动、精
准发力，全面提升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

目前，全市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已由
2017 年的 3.86 万户 12.16 万人减少至
3755户 9256人，累计减少11万余人，因
病致贫返贫发生率 37.1%，低于全省平
均数12个百分点。截至今年10月底，洛

阳市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被纳入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保险和医疗救助范
围，贫困人口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由 9 种扩大
至 30种，全市 30种大
病 患 者 救 治 率 达
100%。

为减轻贫困人口医
疗负担，洛阳市从 2018 年

开始实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医疗再保险政策，为符合条件的人

员提供医疗再保险，并将其列为重点民
生实事。同时，全市定点医院实行“一站
式”即时结算，方便贫困群众报销。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场
关键战役。”洛阳市卫健委负责同志表示，
洛阳市将积极构建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
系，不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持续提升贫
困人口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健康扶贫：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减少11万余人

扶贫助残

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
脱贫46991人

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工
作，把残疾人脱贫攻坚纳入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范围，列
入洛阳市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划，把“扶贫助残行动”列为
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的“六大行动”之一，并
成立了洛阳市扶贫助残行动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推动
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

截至今年 9月底，洛阳市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数量从
54380人减少到 7389人，到今年年底将实现消除绝对贫
困的目标。

完善政策机制。洛阳市残联与市直相关部门还相继
制定了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残疾青壮年文盲扫盲、贫困
残疾人就业脱贫、贫困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产业扶持
助残扶贫、电子商务助残扶贫等 10多个扶贫助残行动方
案，积极助力残疾人脱贫攻坚。

落实措施到位。2019年，洛阳市残联在全市开展“行
业政策大排查、惠农政策大落实”和“残疾人证办理清零”
行动。目前，55884名建档立卡持证残疾人入库市智慧扶
贫系统，共享受惠残政策97613项。

办好民生实事，自2018年以来，实施建档立卡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16984户，市级投入资金1877.55万元；实
施 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务 3258名，投入资金 5100
余万元。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洛
阳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贫困残疾人是特殊困难群体，
贫困残疾人脱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
市残联将进一步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产业扶贫

沟域经济带动8.6万余名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五山四岭一分川”的沟沟坎坎，曾是洛阳脱贫攻坚的难
题。“十三五”以来，洛阳市把发展沟域经济作为产业扶贫的重
要抓手，坚持“一沟一产业、一域一特色”，先后培育了53条市
级沟域经济示范带，形成六大各具特色的沟域经济发展业
态，实现年产值30亿元，带动168个贫困村、8.6万余名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

特色农业是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洛阳市坚持以优质
林果、杂粮、瓜菜、草畜、中药材、花卉苗木等六大产业为重点，
打造“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发展格局，
建设一批特色优势产业生产基地和专业村镇，打响了栾川嵩
县中药材、汝阳红薯、洛宁苹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带贫
作用持续显现。

在消费扶贫方面，洛阳市大力推进“电商+”“公路+”“文
旅+”“帮扶+”“品牌+”的“5+”消费扶贫模式，开展扶贫产品
进服务区、进景区、进酒店、进商超、进央企“五进”行动，建设
以“消费扶贫专柜、专馆、专区，扶贫832平台”为主要内容的

“三专一平台”，累计销售贫困地区扶贫产品16.8亿元。
据悉，“十三五”以来，洛阳先后投入产业扶贫资金51.72

亿元、实施项目5767个，基本实现“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
致富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产业布局，全市贫困户产业覆
盖率达到99.1%，叠加度达到4.17。此举增加了农民收入、优
化了产业结构、培育了支柱产业、壮大了集体经济、激活了县
域经济，产业扶贫对脱贫攻坚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洛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重
点围绕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有效衔接，强化龙头带动、落
实奖补政策、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续为
乡村振兴打好基础。

扶贫扶志

打造脱贫攻坚良好舆论阵地
扶贫先扶志。按照洛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总体部

署，洛阳市委宣传部主要牵头负责全市的扶贫扶志工作。
近年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指示，紧紧“激发内生动力，提高发展能力”总要
求，坚持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作为全市宣传
思想工作主线，扎实推进扶贫扶志各项工作落实，为全市脱
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有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洛阳市积极整合理论宣讲教
育资源，建立完善城乡基层全覆盖的宣讲网络，推动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进村入户、家喻户晓。广泛采取“理论+舆论”形
式开展宣传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农村落地生根。

同时，通过持续推进“文明村镇”创建、积极创新“星级
文明户”评选、广泛开展“乡村光荣榜”选树宣介、积极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创建与脱贫攻坚工作融
合发展。目前，洛阳市共创建全国文明村镇18个、省级文明
村镇43个、市级文明村镇797个，有力助推了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

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356
所，实现贫困县乡镇全覆盖；所辖行政村实现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全覆盖；各级建立农家书屋2729个，总藏书量达到570
万册，实现“数字化农家书屋”平台贫困村全覆盖。推进文
化惠民文艺扶贫，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让贫困
群众享受到更多文化发展成果。

洛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表示，下一步，洛阳扶贫扶志
工作将按照省委提出的“五查五确保”要求，重点做好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挖掘一批典型案例，创作一批
文艺精品，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讲好洛阳脱贫故事，培育好
乡风，弘扬主旋律，书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
章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上图 洛阳市实现义务教育“两免一
补”全覆盖 刘冰 摄

上图 易地搬迁“挪穷窝”，挪出幸福
生活 资料图片

上图 饮水安全助脱贫，汩汩甘泉润
民心 鲁博 摄

上图 远程医疗网络诊室的开通，为贫
困村群众带来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鲁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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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黄庄乡星
石村贫困户张迷娃
（右图），从深山区
里搬到新建成的河
东汝南社区，面对
现代化的新厨房，
笑得合不拢嘴。上
图为搬迁前张迷娃
的老灶房

曾宪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