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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篇

“四责协同”兴淮滨

“五大探索”富淮滨 “临港经济”耀中原

淮水悠悠，滔滔东行，在信阳东

北回首缠绵，便留下了一片美丽的水

乡——淮滨。

中原大地起风雷，淮水之滨摆战

场。脱贫攻坚的号角唤醒了冬眠的

绿柳，全面小康的春风吹进了 82万

淮滨儿女的心里。淮滨坚持以脱贫

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

绕“滨淮福地、临港强县”目标，招商

引资兴产业，做强工业助脱贫，百城

建设带城乡，兴建港口转动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20 年 12 月 30 日，淮滨县县

长梁超在信阳“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淮滨专场

上宣布，淮滨县综合实力由“十一五”

末全省倒数第一，跃升到 2019年的

全省第40位。经济指标连续多年位

居全市前列。2020年年初，以全省

第二名的好成绩，如期实现高质量脱

贫摘帽。去年前三季度，全县GDP

增速居全市第 2位，实现了“洪水走

廊”的成功突围，“水患大县”蝶变为

万人瞩目的“临港强县”。

素有“三水围一县，一河贯东西”之称的
淮滨，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大别山
片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建县68年发生大
小洪涝旱灾 59次，被人戏称为“洪水走廊”，
因灾而贫，穷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

也正因为如此，淮滨县委、县政府深知，
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
题。作风建设关系人心向背，决定党的伟大
事业成败。为此，淮滨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
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高质量党建引领
高质量发展，以压实责任为突破口，探索建
立了“四责协同”机制，把党委主体责任、纪
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

“一岗双责”捆绑起来，打造一个完整的责任
闭环，形成同心划船、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主官扛主责，大员上前线，党员干部齐
上阵，结对帮扶全覆盖。274个有贫困人口
的村，每村一名驻村第一书记、一支扶贫工

作队，全县 7664名党员干部，每人结对帮扶
1—3户贫困户，干群鱼水一家亲，党心民心
心相印。

2020年 12月 17日，淮滨县自主建造的
近海豪华游艇“雷莉号”，在淮河三号码头顺
利试航，即将交付远在海南三亚的客户。据
淮滨县造船产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马键介
绍，这是河南自主建造的第一艘近海游艇。

此前，“淮滨造”千吨至 4000 吨位钢质
散装船享誉淮河、长江和运河航运，甚至远
销珠江流域，享有“长江十船三淮滨”的超高
声誉。

淮滨因水而生，也因水而兴，素有“中原
出海大通道”的美誉，与之相伴而生的船舶
制造业发祥于乾隆年间，如今顺利完成了从
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化造船的历史嬗变。

打赢脱贫攻坚战，发展产业是关键。淮
滨县抢抓淮河生态经济带国家级战略机遇，

超前谋划建设了106平方公里的信阳淮滨临
港经济区，加速信阳淮滨港建设，使之成为
当前河南最大的内陆码头，问河借力，借船
出海，淮滨县正成为豫货出海的大窗口、豫
非贸易直通港和内陆开放新高地，信阳唯一
荣获“全省对外开放工作先进县”，被确定为
全省18个区域物流枢纽之一。

做强主导产业，传统造船快速向现代化
船舶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弱筋小麦第一县”
的资源优势，现代食品加工业迅速成长。积
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无中生有、由弱
到强，纺织服装产业快速成长为信阳市唯一
超百亿级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县产业集聚
区成功晋升为二星级，三年跨越了 62个位
次，连续五年蝉联全市产业集聚区观摩评比
第一名，被中纺联授予“中国新兴纺织产业
基地县”，接连荣获“全省高质量发展产业集
聚区金星奖”“全市工业发展先进县”称号。

党建引领“双联盟”

“1355”保健康

美丽经济能变钱

最爱淮畈美家园 临港新城正崛起 蔡光建 摄

淮滨立足县情，大力实施“多彩田园”示
范工程，弱筋小麦、稻渔种养、猫爪草等26项
特色产业，坚持“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逐步
形成了王店稻渔种养之乡、马集渔网编织之
乡、期思芡实之乡、张里雪松之乡、三空桥花
木之乡、谷堆蔬菜之乡、邓湾桑蚕之乡、王家
岗猫爪草之乡、防胡构树小镇、台头双孢菇
小镇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全面推行

“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党员＋农户”
的“五位一体”模式，有效链接贫困户1.93万
户，户均年增收 5000元以上，确保群众脱贫
能致富，增收可持续。

去年金秋，淮滨县张庄乡长埝村，一连

十余天，淮滨县稻渔产业联盟之一、联众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阚现东带着村员们一直在
稻虾田里忙个不停。

“在稻渔产业‘党建联盟+产业联盟’的
指导帮助下，我们‘虾稻共作’的面积不断扩
大，生产出来的稻虾香米更是供不应求！”阚
现东激动地说。

党建强，则产业兴。按照“产业引路、党
建聚合”的思路，淮滨突破传统行政区划限
制，由特色优势产业主导的乡镇党委牵头，
跨区域组建特色产业“党建联盟”。

同一产业的企业、合作社、社会团体党
组织及相关服务部门党组织、产业重点村党

支部和党员纷纷加入，平等享有权利，平等
履行义务，统一开展组织活动，实现产业内
各环节的互融互通，抱团发展。

“以产业为纽，以党建作引领，全县26个
特色产业，构建 26个‘党建+产业’双联盟，
把龙头企业团结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产
业链，把贫困户链在产业链，让群众富在产
业链。”梁超兴奋地说。

累计投入产业资金 60多亿元，全县 97
个贫困村和177个非贫困村特色产业实现全
覆盖，联盟内 3000多名党员，积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帮助和带领近 2万户贫困户增收
脱贫。

针对因病致贫占比较高的实际，淮滨县创新
探索出“1355”健康扶贫路径，利用“互联网+”和
医学影像技术，建立一个智慧医疗信息中心，构
建医学影像市县乡三级诊疗平台，完善诊断、治
疗、康养、医保及能力提升5大体系，筑牢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助、政府财
政补助等“5道防线”。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现在我们在家门
口就能请县里的医生诊断。遇到疑难杂症，还能
及时让市里大医院的名医远程诊断。治好出院
时直接报账，还不用来回跑，可方便了。”说起健
康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新里镇杨集村贫困户方
保军感激不尽。

2018年7月，方保军突发胸痛、胸闷，被紧急
送到芦集乡卫生院，心电图检查提示为急性心肌
梗死，卫生院通过分级诊断平台迅速上传至淮滨
县医院，确诊为超急性期心肌梗死，随后被立即
转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接受治疗。从发病、确诊
到转诊，前后时间不超过半小时。

目前，全县 97个贫困村卫生室心电诊断和
19所乡镇卫生院医学影像与县、市级平台互联互
通。截至2020年 11月中旬，淮滨县通过智慧医
疗信息中心和市县乡三级诊疗平台，累计上传医
学影像远程会诊近 2.5万例、心电 7942例，为贫
困群众节省费用1026万元。

此外，他们还出台《淮滨县轻度慢性病医疗
救助办法》，县财政筹资 500万元建立大病医疗
救助基金池，让贫困群众也能住得上院，看得起
病。“1355”健康扶贫做法也受到中国老区建设促
进会的充分肯定，被誉为健康扶贫的“淮滨路
径”。

针对扶贫项目用地需求高、资金缺口大
的问题，淮滨县抢抓“三块地（城市建设用
地、农村耕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改革机遇，
率先开始“盘活三块地，用足AB券”，充分释
放土地政策改革红利。

“ 以前的地是典型的跑水、跑土、跑
肥的‘三跑地’，自从平整了土地，变成保
水、保肥、保土的‘三保地’了，生产效益
提高不少，如今每亩地一年至少能创造
经济效益 1.2 万元左右。”栏杆街道办事

处王湾村香葱种植大户王振前乐呵呵地
说。

通过“三块地”改革，统一规划建设住
宅，对全村土地进行平整，新增耕地 40多公
顷，作为 B类复垦券上市交易，把获得的资
金，部分实施产业到户增收项目，将资金入
股到弱筋小麦等优势产业龙头企业和合作
社，持续增加了贫困户收入。另一部分用来
修建道路、水塘、沟渠、电网等设施，使农村
人居环境也越变越美。

王湾村的改变，是淮滨县用足用活宅基
地复垦券的一个缩影。2015年—2020年，
淮滨县“三块地”改革，累计收益 68亿余元，
为脱贫攻坚资金池注入了源头活水。2016
年以来，淮滨先后新建灌溉渠 20多公里，新
打机井超 1500 眼，绿化植树超 10万棵，村
庄“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水相连、旱能
浇、涝能排”，不仅一举改变了“望天收”的
局面，一个个明珠般美丽乡村，也闪耀在淮
河两岸。

2020 年 11月 24日，淮滨县绿色恒丰种植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明勤，再次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在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表彰大会上，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爱拼才会赢，付出终有收获。从 2012年被
评为“全国种粮大户”至今，张明勤已经先后获
得“河南省劳动模范”“河南省脱贫攻坚奋进奖”
和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从普通农民到全国劳动模范，背后是各级
党委、政府持续支持帮助的结果。今后俺一定
会继续努力，打响绿色农业这张牌，带领更多的
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获奖归来，憨憨的张明
勤话并不多，却句句说到乡亲们心里。

在淮滨，像张明勤这样奋战在脱贫攻坚战
场上的标兵、尖兵、精兵还有很多很多。

按照市委“严乡强村育新”计划，淮滨县把
产业发展主战场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一
大批特色产业带头人脱颖而出，全县新培育壮
大龙头企业56家，发展带贫企业138家，建成产
业扶贫示范工程182个，吸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774个；农村“带富书记”“创业书记”“归雁书记”
持续涌现，基层党组织的引领力进一步发挥。

淮滨县还坚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
范作用，积极探索推行“标兵争创”机制。他
们先后从全县优秀扶贫干部中选出 264 名

“扶贫标兵”候选人，与全县 7000 多名帮扶责
任人一起入农户、帮农忙、摸农情、商农策、激
农力。

为了充分激发他们的扶贫、带贫、帮贫积极
性，淮滨县还建立了标兵晋升激励机制，表现优
秀的“标兵候选人”可以晋升为“标兵”，“标兵”
必提拔；“标兵”表现优秀的，晋升为“精兵”，“精
兵”必重用；“精兵”表现优秀的，晋升为“尖兵”，

“尖兵”列入处级后备干部继续培养，共有百余
名一线扶贫干部得到提拔重用。

“淮滨与全市一起取得脱贫攻坚的决定性
胜利，共同迎来大别山革命老区决胜全面小康
的历史性时刻，这是 82 万淮滨人民的共同胜
利。”信阳市委常委、淮滨县委书记曾辉坚定地
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我们将坚决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奋力实现‘两个更好’、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伟大征程
中奋勇争先，再创辉煌！”

“标兵争创”生力军

“改革红利”土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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