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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太行山上山楂红、柿子黄，黄河岸边菊花
艳、蔬果香，企业车间生产忙、供销旺，全面小
康后的牧野儿女干劲足、人欢畅。

“过去5年，全市累计实现8.3万户、28.4万
人脱贫，15.6万名滩区群众迁入新家园，527个
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深度贫困村 56个），封
丘县、原阳县两个贫困县脱贫摘帽。”11月3日，
新乡市委书记李卫东说，该市贫困发生率已从
2016年的 3.7%下降为零，全市区域性整体贫
困和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北有太行山，南有黄河滩。我省4个贫困
集中区“三山一滩”，新乡占其二，脱贫攻坚的

“硬骨头”尤其难啃。
新乡市强化产业带动作用，围绕黄河滩

区、太行山区、黄河故道区、太行山山前平原
区四个区域，形成了原阳县中央厨房产业园
和高端蔬菜大棚、延津县优质小麦和优质花
生种植、辉县市酸辣粉等一批实力强、利益
联结紧密、带贫效果明显的特色主导产业。
全市共建设各类产业扶贫基地 2291 个，产
业扶持和增收措施实现全覆盖，年人均产业
收益达到 4850元，527个贫困村集体经济实
现全覆盖，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 5万元
以上。

发挥金融支撑作用，探索形成贫困户自
主发展、致富能人带动、“贫困户+龙头企业+
合作社”等多种金融扶贫贷款模式。累计投
放贫困户贷款 8.54 亿元，投放精准扶贫企业
贷款13.75亿元。

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在全市527个贫困村

全部建成人社工作站，强化政策服务、岗位对
接、技能培训和公益性岗位开发。全市贫困
劳动力就业人数从 2017 年的 2.4 万人，稳步
扩大到 2020 年的 5.7 万人，贫困群众年人均
纯收入达到1.2万元。

推进生态扶贫工作，完成造林 57.95 万
亩、退耕还林 12.8 万亩。深入开展生态补偿
扶贫，累计选（续）聘生态护林员 5000 余人
次，发放资金1200余万元。

成绩来之不易。5年来，新乡各级财政累
计投入扶贫资金 44 亿元，资金支付率均达
92%以上；成立市脱贫攻坚 15个重大专项推
进组，累计派出驻村干部2952人，驻村第一书
记 920人，驻村工作队 920个，各级帮扶责任
人2万余人；全市累计634家民营企业参与行
动，结对帮扶 1100 余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

村，帮扶贫困人口6.12万人。
李卫东表示，新乡将进一步振奋精神，鼓

足干劲，在保持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的基
础上，重点做好“两类人群”监测帮扶、问题整
改落实、特殊群体关爱、促进增收致富等工
作，着力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青山不言，见证着
伟大时代的变迁；绿
水不语，流淌着脱贫
的笑语欢颜。新
乡人美好的小
康生活，刚刚
拉开序幕，
今后会越来
越甜！③5

绿水青山带笑颜 小康生活格外甜

启航新征程百年路
学学党史党史 悟悟思想思想 办办实事实事 开开新局新局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赵含香

11 月 7 日上午，走进位于
获嘉县史庄镇的千亩奇幻玫
瑰园，一股清香沁人心脾。一
丛丛、一片片，粉的如霞、红的
似火，各色玫瑰花在深秋阳光
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妖娆。2.8
公里长的拱形玫瑰花廊下，三
三 两 两 的 游 客 或 观 赏 、或 留
影，欢声笑语阵阵。

据介绍，每年 5 月和 10 月
是玫瑰园的盛花期，10 月的花
期一直能持续到寒冬。今年国
庆假期，史庄镇还在玫瑰园举
办了首届玫瑰花节，赏玫瑰花
海、看旗袍走秀、品农家美味，
丰富的活动引得县城甚至新乡
市、郑州市的人都前来参观打
卡。

2015 年 6 月，为圆自己的
苗圃梦，一直从事园林绿化行
业的郑州人张伟兴，依托获嘉
县的苗木花卉产业基础，在史
庄镇流转了近 300 亩地种植和
繁育玫瑰。6 年多来，奇幻玫
瑰园一步步发展壮大，已流转
土地千余亩，涉及史庄镇和大
新庄乡的 3个村。

目前，奇幻玫瑰园已建成
智能温室大棚 2.3 万平方米，还
建成月季品种展示园、月季创
意园、月季育种园等，年扦插繁
育各类营养钵苗两三千万株，
园内更是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
的经典、新优月季品种 1100 余
个。

玫瑰园里，63 岁的可现香
正在修剪玫瑰。可现香是史庄
镇吴庄村人，老伴儿去世多年，
儿子也在几年前病逝，她和两个
孙子一起生活，家里一直比较贫
困。通过帮扶人员介绍，她来到
玫瑰园干活，有了稳定的收
入。奇幻玫瑰园通过流转贫
困户土地和安排就业等形
式，帮带了周边 125 户贫
困户，每户每年增收 8000
元左右。

张 伟 兴 说 ，奇 幻 玫 瑰 园
今年新规划了停车场、餐饮住
宿区、产业研发区及玫瑰产品
衍生产品加工区，全力打造集
育苗、旅游、餐饮、住宿、研学、
康养于一体的大型田园综合
体，培育乡土经济、乡村产业，
以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推动
花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当地
乡村振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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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

成片的现代化建筑错落有
致，宽阔的路面上车辆往来不
断，新建的学校、医院、集贸市场
井然有序……让人仿佛置身于
繁华的都市。11月 7日下午，记
者来到封丘县荆隆宫乡，对黄河
滩区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撼。

十多天前，荆隆宫乡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二期工程正式完工
交房，至此，该乡11248户 37817
名需要搬迁的村民，已经全部领
到了新房的钥匙，正陆陆续续地
搬进新家。

“之前还有点留恋老屋，现
在你叫我回去我都不回去！”刚
刚把孙子送到学校，61岁的郭兴
志乐呵呵地回到社区，开心地讲
起幸福新生活。

老郭家原来所在的村子叫
郭庄村，由于房子年久失修，一
遇到雨天就四处渗水，被褥也总
是潮潮的。由于地势低洼，村里
的道路更是泥泞不堪，出门都不
方便。

“新社区就像‘福窝窝’！”老
郭笑着说，干净的自来水、燃气
管网、电梯一应俱全，医院就在
不远处，孙子就读的新学校离家
更近，环境也美得像花园。

老郭最期待的，是正在建设
的产业园区。

为了提高搬迁群众的收入，
让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
发展、可致富”，把迁建安置区打
造成“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荆
隆宫乡在安置区西侧规划了占
地2000亩的产业园区，引进劳动
密集型企业。

“听说一家玩具厂马上就要
投产了，到时候儿子儿媳在家门
口也能工作，再也不用出远门打
工了。”畅想着未来的生活，老郭
觉得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夜幕降临，社区里亮起盏盏
灯光，一些装修工人还在继续忙
碌，不少村民都想像老郭一样，
早点住进自己的新房子。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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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深秋时节，新乡县翟坡镇西大阳堤
村的格桑花绽放着。娇艳的花朵在风
中摇曳生姿，为原本普通的豫北小村增
色。

11月 3日，西大阳堤村党支部书记
吴志新来到相邻的东大阳堤村，专程邀
请该村党支部书记陈来胜前去赏花。

站在美丽的花海中，吴志新告诉陈
来胜，格桑花易活好管理，具有极高的
观赏价值；而旁边地块种植的藏红花，

“姿色”与格桑花相比大打折扣，亩产值
却高达数万元！

目前，西大阳堤村已基本掌握格桑
花和藏红花的种植方法，准备尝试小面
积推广种植，逐步探索出一条特色种植
的“富民路”。

“干得不赖！给你打满分！”看到“徒
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陈来胜喜笑颜
开，竖起了大拇指。

为让乡村振兴的“头雁”越来越多，
新乡县积极推广“导师帮带制”，“以老
带新”“以强带弱”，确定七里营镇、小冀
镇、翟坡镇 3个试点乡镇和 23个试点
村，结成32个帮带对子，明确帮带工作
职责，定期督导检查，促进帮带工作见
实效。

陈来胜和吴志新，就是其中的一对
“师徒”。

今年65岁的陈来胜，担任村党支部
书记13年，把曾经的省级贫困村、软弱
涣散村东大阳堤村，建成了远近有名的
富裕村、文明村，荣获国家级、省市级荣
誉几十项。陈来胜结合实际总结出的

“一三五”工作法，在乡村治理中行之有
效，深受广大乡村干部欢迎和认可。6
月底，陈来胜被评为河南省优秀党务工
作者。

陈来胜为吴志新量身定做了“帮带计
划”，从阵地建设、网格化管
理等方面进行手把手指
导，激发了西大阳堤村
党员干部的干事热
情，村容村貌、产业
发展在短时间内
有了较大改观。
“我们村要继

续向‘导师’学习，
准备引进一个大型物

流园项目，不断壮大集
体经济实力，带领群众追

赶东大阳堤村！”吴志新说。
“‘徒弟’干得好，‘师傅’有压力，东

大阳堤村不敢放松，要快马加鞭往前
赶！”陈来胜说。

一对“师徒”携手前行，两个村子都
在变得越来越好。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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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永乐

11月 8日，记者来到辉县市产
业集聚区弹簧工业园，看到的是繁
忙的生产景象。

“打包好的各种机车弹簧正在
装车，先发往郑州，再分发到全国
各地。最近正是弹簧需求旺季，这
阵子大家每天都干到晚上 10 点
多。”今年64岁、在南寨镇蒿地掌村
当了 27年党支部书记的元银贵介
绍。

“沟连沟，十年九不收，只有一
年收，收了两抽屉，下年种子还不
够”曾是地处太行山深处蒿地掌村
的真实写照。全村156户人家散居
在 6个山坳里，近千名父老乡亲守
着360亩薄地维系生活。

穷则思变。1983年，在原辉县
电机厂工作的元银贵被派往蒿地
掌村，协助筹办弹簧厂。5名村民
当工人，一口大铁锅，一个手拉风
箱，蒿地掌村弹簧厂因陋就简开始
了生产，也开启了全村发展工业之
路。

弹簧行业属于偏冷门行业，大
厂不屑做，小厂又做不成。元银贵
抓住这一机遇，陆续添置设备，扩
大生产，抢占市场份额。与此同
时，他还加大与国内大专院校以及
科研单位的合作力度，先后开发出
系列数控弹簧机和弹簧机数控系
统。2012年，元银贵生产的汽车电
机弹簧成功进入德国博世公司全
球采购体系，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德
系、美系、日系、韩系等高端汽车。

全村富了才叫富。富裕了的
元银贵鼓励村民另立门户，开办自
己的弹簧厂。如今全村共有弹簧
生产企业57家，汽车电器类弹簧份
额占全国 80%以上，年产值达 3亿
元，年缴税 1000余万元，人均纳税
额超1万元。

富起来的蒿地掌村人时刻惦
记着家乡的建设，他们以工业反哺
农业，利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
好时机，发展核桃深加工产业，先
后打造出了“蒿地掌”烤核桃和小
杂粮等扶贫产品。

元银贵说，下一步，村里还要加
紧完成村史馆、弹簧博物馆、诚信
教学基地等建设，大力发展乡村特
色旅游，打造共同富裕示范村，让
老百姓足不出村就能把钱赚。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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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贺洪强

置身“水泥森林”，面对熙攘人
群，顶着生活压力……居住在都市
的人们，该选择哪种方式有效放松
身心？11月 3日，郑州市民周雪梅
驱车半个小时，来到黄河北岸的原
阳县蒋庄乡沿黄菊花基地游玩。

基地占地 500 亩，种有北京
菊、苏北菊、怀菊、金丝菊等4种花
期不同的菊花，从 9月底开始次第
开放，目前金丝菊开得正好。

“空气好，风景好，来了心情就
好！”周雪梅说，这里靠近郑州市
区，却远离喧嚣，是休闲解压的好
去处。一个月来，她基本上每周都
要和家人朋友来一次，享受难得的
宁静时光，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
释放压力、调适心态。

和周雪梅一样，把菊花基地当
作乐土的“城里人”还有不少。据
菊花基地负责人朱建伟介绍，国庆
假期基地每天要接待600多人，平
常周末每天接待200多人，80%以
上的游客来自郑州。

原阳县是全省的“滩区大户”，
境内黄河滩区占了跨度最长、面积
最大、滩区人口最多等 3个全省之

“最”。曾经的黄河滩区，交通、灌
溉等基础设施落后，群众种植传统
作物“靠天收”，是全县最贫穷落后
的地方。

原阳县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再简单地种庄稼，
而是把滩区变成了花园、果园、菜
园、游园等“四园”和林场、草场、农
场等“三场”，不仅有效保护了黄河
流域的生态，还吸引了“人气”集聚
了“财气”，大幅提升了经济效益，
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以沿黄菊花基地为例，4种菊
花都是茶药两用的优良品种，每亩
产量约 1000公斤，目前湿花价格
每公斤 10 元，每亩产值约为 1 万
元，是传统农作物的近10倍。

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撬动”
下，原阳县发展优质蔬菜5680亩、
林果 13700亩、花卉 1800亩、“稻
渔共生”生态示范基地5000亩，培
育省级农业产业集群 3个、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20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 2048个，获批河南省四
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3家，太平
镇水牛赵村被农业农村部科技发
展中心评为乡村振兴科技引领示
范村……昔日的“穷滩区”已变成
了“金银滩”。③5

黄河不语黄河不语，，流淌着脱贫的笑语欢颜流淌着脱贫的笑语欢颜。。⑨⑨66 刘双宝刘双宝 摄摄

黄河滩外起新城。⑨6
刘双宝 摄

农民在浇灌玫瑰花农民在浇灌玫瑰花。。⑨⑨66 郎海胜郎海胜 摄摄滩区群众欢天喜地搬进滩区群众欢天喜地搬进““福窝窝福窝窝”。”。⑨⑨66 刘双宝刘双宝 摄摄太行深处太行深处，，火红的山楂火红的山楂，，火红的日子火红的日子。。⑨⑨66 韩修平韩修平 摄摄

▲陈来胜和吴志新在格桑花海
畅想产业发展前景。⑨6 赵同增 摄

玫瑰花园已成为群
众的“致富乐园”。⑨6
郎海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