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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勋 何可

群山环抱，既是登封的生态优势，又一

度是登封发展的制约因素。山区县（市）如

何走好精准扶贫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

登封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郑州市脱贫

攻坚精神，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

政治责任，紧密结合地处山区丘陵地带的

实际，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紧紧握住党

建“指挥棒”，积极探索党建+扶贫、特色种

植+扶贫、美丽乡村+扶贫等精准脱贫模式

与路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截至2019年，全市57个贫困村全部

脱 贫 摘 帽 ，贫 困 户 人 均 纯 收 入 达 到

11931.46 元，同比增长 28.79%，远超

3700元的既定脱贫目标。其中人均务工

收入 9357.89元，占总收入的 78.43%，

同 比 增 长 31.3% ；人 均 产 业 收 入

1058.32元，占总收入的8.87%，同比增

长29.89%，彰显了登封因地制宜精准扶

贫的成效，走出了一条山区精准扶贫的登

封实践。

嵩山坳里长出“美丽经济”
——山区脱贫攻坚的登封实践

登封全域遍布纵横起伏的沟壑峰岭，作为典
型的山区县（市），登封是郑州市贫困村与贫困人
口最多的县（市）。全市总面积 1217平方公里，
总人口 73万人。其中，共有贫困村 57个，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6089户 25983人。

登封市坚持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
以党建引领促进脱贫攻坚，以乡村振兴统领脱贫
攻坚，创新开展“党建领航、六村联创、三亮一争”
工作，在全市 343个行政村（社区）中，选树基层
组织建设、脱贫攻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社会
和谐、乡风文明等 6类红旗村（社区），每年年底
分类评选红旗村（社区）各 10个，并把评选结果
与红旗村（社区）“两委”干部工作报酬挂钩。通
过加大基层投入，将激励导向抓具体、抓入人心，
真正让党的旗帜飘扬在基层、飘扬在脱贫攻坚一
线。

脱贫攻坚工作好比麻线，党建就是拧绳的
力。“党建领航、六村联创、三亮一争”为解决党
建与精准扶贫“两张皮”问题提供了有力抓
手。“两张皮”变成党建“一盘棋”，登封市委举
旗定向，市委党建办牵头抓总，统筹所有常委
部办和 57 家市直单位的工作力量，在 15 个乡
镇（街道）的 343个行政村（社区），全面开展六
类“红旗村”争创活动，在全市广大党员中开展

“亮身份、亮职责、亮行动、争当先锋党员”活
动，实现了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工作“两促进”

“两提高”。
少林街道雷家沟村党支部主要负责人说：

“我们村一级该干什么、要干到啥程度，市里都有
明确方向。出现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不
怕，市里的、乡里的领导都亲自到村里来指导工
作，上级各个部门干部也都主动往基层跑，我们
照着标准、铆足劲儿干就行了。”抓工作越具体就
会越深入，一深入就见效。

经过对实践的总结，登封市制定完善了具
体可操作的六类“红旗村”争创标准，将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环境整治、脱贫攻坚、精神文明建
设等工作任务，量化为 150 余项考评指标，直
接下发到村，让村里清楚每年具体干什么、怎
么干。以观摩促落实，市乡两级每年观摩 80
余次，现场督办并帮助基层解决了一大批实际
问题。

村级阵地是基础。2018年以来，登封市先
后投入财政资金 1.8亿元，对全市所有村级党群
服务中心进行规范提升。目前，在村级阵地全面
达标的基础上，高质量建成示范型阵地 119个、
提升型阵地 148 个，建设水平跨入全省第一方
阵。村级党群服务中心已经成为脱贫攻坚聚人
气、聚民心、聚力量的综合平台。

登封的贫困村，大多数是山村甚至是
海拔千余米的深山村，群众受教育程度、文
化水平和技能知识缺乏的影响，存在一定
的“等、靠、要”思想，发展观念落后。登封
努力把贫困群众自己主动脱贫之志“扶”起
来，增强他们脱贫增收的主观能动性，同时
打通一切渠道对他们全面“扶智”。

示范引领，把脱贫户树为“扶贫户”。
2019年，登封评选脱贫攻坚十大先进人物，东
华镇赵沟村普通农民，41岁的牛洪涛入选。
2017年，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牛洪涛建起
了大棚养兔场，种植了5亩梨树，走上了养种
一体化的致富道路。如今，牛洪涛不仅自己脱
了贫，而且带动村里及邻村的60多户村民依
靠养兔走上了致富路，牛洪涛也实现了从贫困
户到“扶贫户”的蝶变。

依托脱贫致富典型户，登封积极开展
“咱们一起奔小康”扶贫扶志宣讲活动，用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先进事迹、先
进经验和感人故事,为全市贫困户提振精
神、鼓舞斗志。登封市宣化镇山海村的“羊
倌”丁孝明被评为脱贫攻坚示范户，手持证
书和奖品，他说：“真没想到，政府这么重视
我们，以后我的干劲儿更足了！要把自家
的羊群规模发展到百只以上，带领更多乡
亲们奔小康。”

以文化人，要摘“贫困帽”先戴“文明
帽”。登封组织相关单位深入全市各乡
（镇）、街道，开展文化、卫生、科技“三下乡”
活动，为贫困群众送出精准扶贫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春联6万多幅，起到了良好宣
传效果。

《老栗树》根据郑州市煤炭局干部姚战
伟事迹改编。姚战伟自 2015 年驻登封市
宣化镇老栗树村任第一书记以来，帮扶修
水泥路、改造房屋、发展养殖、引进光伏发

电，在改变村容村貌的同时，也帮助了不少
村民脱贫，真真正正地给老百姓带来实
惠。戏曲在全市巡演 10 余场，主角唱词

“脱贫不能没志气，脱贫不能靠投机”打动
了千百户贫困户，坚定了他们在驻村工作
队带领下脱贫致富的信心。

近年来，登封评选身边好人、道德模范、文
明家庭等各类先进典型2899个，崇德向善风
尚日益浓厚，为群众减轻了不良婚丧习俗带来
的经济负担，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贫困村干群
的思想观念与发展理念。

教育扶贫，志智双扶斩穷根。登封市坚
持把“精准落实学生资助”作为教育扶贫的
核心任务，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贫困失学
辍学。2018年以来，投入资金1.35亿元，新
建乡镇中小学校 19所，增加学位 5160个，
床位6175个，餐位4536个。全面实施贫困
地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在徐庄镇大熊山仙人谷景区，十里溪
谷碧水潺潺，各种花木次第绽放。这里曾
是一个山石裸露、无人问津的穷山沟，村民
们种地靠上天下雨，挣钱靠外地打工。如
今，这里变身国家 3A级景区，年接待游客
20余万人次，综合收入 600余万元。景区
带动郑州市级贫困村何家门村、安沟村和
祁沟村。

近年来，登封市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发
挥生态、文化、旅游三大优势，按照乡村振兴

“二十字”方针，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加
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瞄准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的目标不断把脱贫攻坚引向深入。

绿色资源转化为绿色财富，乡村旅游
持续升温。登封的不少山村山深谷幽、岩
嶂苍翠，石窑瓦舍保持着农耕文明的烙印
与记忆，风景优美厚朴。去年，登封实施美
丽乡村试点项目 9 个，完成农村改厕 3 万

户，创建省级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150个、
“千万工程”省级示范村 12个，农村人居环
境显著改善。

时下，登封已有北高庄、雷家沟、崔坪、
崔岗、李窑、杨家门、何家门、范家门、马窑
等 20 余个山村，通过集聚和转化绿色财
富，从青山到碧水、从一屋一院到一街一
巷，把一幅幅秀美乡村画卷在登封大地徐
徐展开。

村庄变身景区，村民变成“股民”，把山
沟沟建成了“金沟沟”。2019年以来，登封
开发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条，新增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星级企业5家，告成镇入选
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徐庄镇何家
门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被评为
全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强县。

中岳办事处北高庄村地处太室山麓，
三面环山，这里青山叠翠，溪水潺潺；青砖

灰瓦村中立，绿树红花扑面来，以嵩山为背
景，更显古风古意。全村共有 15家民宿，8
家小吃美食；党员王建欣、高二民建设的

“福润雅居”“清闲雅居”民宿生意火爆；党
员王永森发展的嵩山地锅鸡、非物质文化
传承人张炎明挖掘的黄精文化及食谱远近
闻名……“美丽嵩山坳、山水北高庄”，短短
两年时间内，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山村蝶变
为游客向往的网红打卡地。

积极探索易地搬迁后续发展新路子。
登封市结合本地实际，多措并举，发展光伏
产业、壮大合作社、发展养殖业、服装加工
业、乡村旅游业等产业，积极探索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发展新路子，确保搬迁群众“搬得
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发展光伏发电项目，确保群众长期稳
定增收。登封市已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
系统的光伏存量电站共 155座，总建设规

模 1686.7 千瓦，总投资 1430.8 万元，关联
受益贫困户 590户。石道乡上沃村已安装
的 592 千瓦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稳定运
行，集体经济年收入可达30万元。

积极发展乡村旅游业，拓展贫困户工
作岗位。唐庄镇范家门村利用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把群众从海拔近 900米的山上，搬
迁到唐庄镇区居住。搬迁后，该村充分利
用该村优美的自然环境，谋划和包装了一
批乡村旅游项目，吸纳贫困户就近务工，确
保了贫困户的稳定脱贫。

登封要继续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继续结合山区县（市）实际，发挥生态、文
化、旅游三大优势，补齐脱贫攻坚工作短
板，力争在乡村振兴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开
创新局面，为加快建设美丽登封、高质量建
设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提供坚强保障，为实
现郑州“西部美起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凝聚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党建领航·六村联创”

扶志+扶智 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登封是豫剧《朝阳沟》故事发生地，这
里地处山区，石厚土薄，十年九旱，种粮食
靠天收产量低。如今，新时代的“银环”“栓
保”——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又深深
扎根在了登封的沟沟岭岭，依托山区实际，
探索出了以特色种植+扶贫、特色养殖+扶
贫、特色农产品加工+扶贫等模式发展“山
沟经济”的精准脱贫新路径。

2016年-2019年，颍阳镇、君召乡、石道
乡、大金店镇、东华镇、白坪乡、唐庄镇、卢店
镇、徐庄镇、宣化镇10个乡镇共安排195个
产业类扶贫项目，涉及资金 16255.5 万元。
2020年共安排产业扶贫项目49个，投入资
金7375万元，占比52.16%，开工率100%，竣
工项目46个，竣工率93.9%。目前，从登封

“山沟经济”中长出来的“小仓娃”芥丝、颍阳
“中灵山”核桃、“五指岭”金银花茶等产品已
享誉全省，石道牛肉、茶亭沟红薯、范庄丝瓜
鞋垫、赵庄艾草系列产品、申家沟老布鞋等正
逐步打开省内市场。

在省级贫困村赵庄村，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驻村扶贫工作队牵线引进郑州一家专门种
植艾草的企业，成立了登封市艾丰种植专业
合作社。目前合作社流转土地500亩，每年
收获艾草 3次，年产艾草 2250吨，产值 150
万元，每亩纯利润可达3500元。驻村第一书
记胡心洁介绍：“艾草深加工项目可为赵庄带
来村集体收益每年30万元，带动贫困户务工
20人，每人每年收入2万元。”

整合扶贫资金，努力将扶贫产业做大
做强。登封市对扶贫资金统一规划，统一
使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统筹建设高标准扶
贫就业基地和香菇产业基地，有效提升了
扶贫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和受益能力。君召
乡在易地搬迁社区实施九村联建建设标准
化厂房，通过出租厂房收取租金增加贫困
村集体经济收入。并与河南省服装协会合
作，引进河南省织爱服装有限公司，共同打
造中国“巧媳妇”君召扶贫转移就业基地。
目前共安排贫困户就业 26人，年人均增加
收入3万元。

创新特色金融，“富牛贷”念活贫困户

致富经。石道乡创新金融扶贫模式，依托
地域传统优势和资源禀赋，联合农商银行，
创立我省首家“母牛银行”，真正把贫困户
嵌入产业链中，实现稳定脱贫，起到了示范
带动作用。

乡政府主导，合作社发力。石道乡政
府与登封市农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
者加挂“母牛银行”牌子，共同成立了石道
精准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乡政府向该社
注资 490万元，作为购买基础母牛循环资
金，通过隔离饲养后赊销给贫困户，贫困户
通过“富牛贷”贷款，购牛资金又回到合作
社，如此反复赊销、贷款，逐步覆盖全乡所
有贫困户，让贫困户走出一条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的小康之路。

形成品牌，循环共赢。“富牛贷”金融扶
贫政策的推出和实施，创新了扶贫内涵，拓
宽了脱贫渠道，增加了农户收入，实现了银
企共赢，形成了以养牛、贸易、屠宰、加工等
提高产品附加值的完整产业链条，达到了
精准扶贫、富民强乡的目的。

变劣势为优势 “山沟经济”蓬勃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 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美丽经济

君召乡积极发展香菇种植产业

中国巧媳妇产业扶贫君召示范基地 少林街道雷家沟村党群服务中心

美丽乡村中岳街道北高庄

村民在登封市君召乡晋窑
村蔬菜大棚里采摘小番茄

村民在君召大滹沱村香菇
种植基地挑拣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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