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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聚合力

“改造提升后的村部一应俱全：‘三

新’讲习所、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现

在这里不仅是党员干部的学习场所，而且

是全村群众的集聚地。”5月6日，在德亭

镇黄水庵村，该村党支部书记李松照向记

者介绍。记者看到，村部由青砖兰瓦建

成，上下两层，共560平方米，村部上方的

“党群服务中心”几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

分外显眼。

党建强人心齐，组织阵地规范提升

了，党员的向心力也进一步凝聚。黄水庵

村在发展扶贫产业中，投资70多万元建

起了“香菇基地”，仅村“三委”班子就筹资

38万元。“这些钱是村党员干部自愿自觉

拿出来的，都签订了协议，亏本了是自己

的，群众不亏，盈利了必须先分给带动的

贫困户！”李松照说。

黄水庵村的变化是德亭镇全面推

进“河洛党建计划”全面进步年，破解基

层党建难题、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2018年，该镇对23个村科室功能进

行完善，实现了“三新”大讲堂的全覆盖，

完善提高各村（社区）群众服务中心的服

务功能和能力，有效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同时，在全镇开展“逐村观摩，

整乡推进”活动，借此深入推进基层党组

织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在全镇形成你追

我赶、比学赶超的良性工作氛围，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行走在德亭镇，基层党建规范化、组

织生活规范化、党员管理规范化、阵地建

设规范化，处处党旗飘扬，强劲的“党建力

量”正贯穿全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

域。“一个党组织就是一个攻坚克难的战

斗堡垒，一名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冲锋陷阵

的尖兵。”德亭镇党委书记郭利伟说，通过

强化党建引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

神得到了明显提升，助推“乡村振兴”焕发

出勃勃生机。

筑牢脱贫攻坚根基

“挪穷窝，住新房，永远不忘共产党；

拔穷根，搬新居，时刻铭记习主席。”在该

镇德福苑社区，社区群众用这副对联表达

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赞扬。

占地140亩的德福苑社区，设有党支

部、便民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社区警

务室、扶贫产业园、卫生室、幼儿园、小学、

便民超市、垃圾中转站等服务设施，计划

安置群众3500名。

黄春巧是搬进德福苑社区的一户贫

困户，以前住在离镇6公里远的李子园

村，一家五口人，全靠几亩耕地和丈夫外

出打零工维持生活，最发愁的是孩子们上

学，要走近一个小时的路程。2017年10

月，没花一分钱，她家就搬进了镇里的新

楼房，现在孩子们上学十几分钟就到了。

黄春巧还把家里的耕地流转出去，在社区

的鞋厂上班。“现在照顾孩子上学、挣钱两

不耽误，日子越来越有盼头！”黄春巧满

脸喜悦。

德亭镇位于深石山区，有9个贫困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515户9127人。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易地扶

贫搬迁让该镇贫困群众过上了新生活。

“全国和全省的易地搬迁现场会分别

在我镇召开，中国记协组织了50余人到

我镇采访易地搬迁工作。”郭利伟介绍说，

2016年以来，德亭镇建设搬迁安置点8

个，搬迁深山贫困群众854户3403人。

既要稳得住，也要能致富。为使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致富，该镇还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

5月6日，在该镇下蛮峪村“香菇产业

种植扶贫基地”，一排排现代化日光温棚

甚是壮观，大棚内的香菇菌棒摆放整齐，

村党支部书记陈明伟和县市场监管局驻

村第一书记张龙超正在查看菌棒的发菌

情况。“这个香菇基地占地60亩，投资350

万元，由镇里和村集体投资，现有菌袋40

万袋，这40万袋的香菇承担着全镇5个

村100个贫困户和村集体的利益，我们必

须把它管好！”陈明伟说。

德亭镇食用菌产业已经发展到104

万袋。这里不仅有香菇产业扶贫基地，还

有天富盈羊肚菌种植基地、中药材产业种

植扶贫基地、花椒产业种植扶贫基地……

这些基地采用“公司+基地+种植户+贫困

户”的模式，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安

置劳动岗位，提供技术培训。

以下蛮峪村为例，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80户288人，未脱贫8户27人。村党

支部引导成立了德强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通过土地流转引进农业公司发展黄

桃、花椒、香菇、林下中药材种植，以及引

导贫困群众外出务工等手段，2018年实

现了整村脱贫。

产业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

多种扶贫方式为贫困户编织起一张牢固

的保障网。在德亭镇的脱贫攻坚表上，一

组组数据直观翔实，成绩喜人：全镇贫困

户评级授信率达94.86%，贫困人口转移

就业3397人，贫困人口健康档案建档率

100%，重度失能残疾人托养中心集中护

理残疾人20人，3.7万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得到解决。2016年以来，投资646万元

新建农村公路28公里，覆盖8个贫困村，

解决了1.6万名贫困群众的出行问题。

乡村振兴正当时

德亭镇以“道德之乡”而闻名，该镇下

蛮峪村老年义务清洁队感动了嵩县几十

万群众，获得“嵩洲感动人物集体奖”。

这支义务清扫队由退休老党员自发

组织，从2012年3月至今已经坚持了7

年，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现在的37人，年

龄最大的81岁，每周一打扫旅游线路天

山路沿线卫生，10天打扫一次村里主街

道的卫生。

“没想到德亭镇农村环境如此干净！

在县城吃饭时不时能看到脏乱现象，但行

驶在十几公里的天池路两边，用整洁干

净、赏心悦目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王勇

在洛阳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信息工作，今年

“五一”，他带上家人到嵩县天池山景区游

玩，由于工作的缘故，他对农村环境特别

关注，德亭镇干净的卫生环境令他印象深

刻。

近年来，德亭镇着力补齐农村基础设

施和环境卫生短板，探索出“党员干部带

动、公益岗为主力、乡村分级监管”的管理

机制，着力推进垃圾清零、厕所改造、村容

村貌提升等工作，让农村环境整治的成果

看得见、摸得着。

“农村美不美，环境好不好，直接关系

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镇长代兵兵说，

德亭镇将以“厕所革命”为突破口，以村

旁、路旁、水旁、宅旁为重点，开展村庄绿

化，力争实现“村内有绿地、院内有花果、

路渠有绿茵、四旁有树木”的生态宜居目

标，村容村貌大幅提升。

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振兴正当时。

“德亭镇将牢牢把准乡村振兴的目标方

向，沿着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

境为代价的‘四化’同步发展之路探索下

去，强化党建引领，厚植富民兴村根基，聚

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着力打造‘美丽小

镇’‘四美乡村示范乡镇’‘乡村振兴示范

乡镇’！”提起未来发展，郭利伟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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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彬书记到山村，时时处处不忘

民。贫困家庭多走访，孤寡老人掏现金。

不怕寒冬扫大雪，一里多路连民心。海彬

书记党性真，脱贫攻坚有信心……”这是

栾川县庙子镇农民徐进财在微博写的诗

句。

徐进财说的海彬书记是省政府办公

厅派驻栾川县庙子镇河南村的第一书记

李海彬。

庙子镇河南村位于栾川县城东约11

公里处，全村234户857人，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43户144人。李海彬2017年11

月驻村后，河南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说起新变化，村民们有说不完的

话，村里修了新桥，村道种上了新树，房屋

刷上了新白，太阳能路灯将全村点亮，出

门就有小游园，家门口就能就业……

党建引领脱贫

坚持党建引领，是落实党中央决胜脱

贫攻坚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李海彬说：

“脱贫任务重，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大家

必须凝心聚力一起干！”

李海彬到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

党建、聚人心。坚持把脱贫攻坚与基层组

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配合庙子镇党委优

化健全村“三委”班子结构，建设党建长

廊，营造浓厚的党建氛围，同时充分发挥

每月15日“主题党日”活动这个载体，开

展党员教育培训等活动，通过多种形式教

育培训党员干部，强化村里党员干部为民

办实事和为民服务的意识，有力助推了河

南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

实干为民得民心

在李海彬看来，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

想观念，提振脱贫信心是扶贫的根本。因

此，李海彬与贫困户“约法三章——治懒、

治赌、治乱”，与贫困户签订了脱贫协议，

激励贫困户摒弃“等、靠、要”的思想，树立

脱贫“主人翁”意识。

“‘帮扶’就是要‘帮富’，而办法就是

增强群众的‘造血’功能，就是要谋划产

业。”李海彬说。

为让贫困户掌握脱贫手艺，他多方奔

走，联系专家、学者和相关单位，对贫困户

进行就业技能培训，授人以“渔”；为增加

就业岗位，他依托当地资源，谋划发展以

山茱萸为主的经济林和绿化苗木产业，同

时建设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引进凤彩纸袋

加工厂和安鑫箱包厂两个来料加工厂，就

业岗位优先考虑贫困户等。

驻村一年多来，李海彬坚持精准落实

好每项政策，确保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2018年，河南村全体贫困户实现了

“到户增收”政策全覆盖、金融扶贫政策全

覆盖。43户贫困户中，36户享受到住房

政策，发放到户增收资金20.4万元；33户

贫困户享受光伏扶贫政策,每户每年收益

3000元。

在精准落实好针对贫困户的每项政

策的同时，李海彬着力补短板，狠抓集体

经济项目推进。2018年，河南村与杨树

底村共同投资建设100kW小型光伏电

站，实现正常并网发电，当年为村集体增

收5.4万元；河南村与庄子村、杨树底村共

同建设特色民宿一座，并与客商签约合

作，年新增收益可达5万元。

脱贫攻坚在路上

李海彬虽是村民口中的“好书记”，却

因为自己不是个“好爸爸”而感到愧疚。

因为脱贫任务重，李海彬好几个星期才能

回家一次和家人团聚，九岁的儿子经常打

电话问：“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

听着电话那头儿子的声音，李海彬总是不

知道如何回答。

“河南村虽然脱贫摘帽了，但脱贫攻

坚依然在路上！”李海彬说，乡村振兴必须

有产业有项目作支撑，河南村交通便利，

距离老君山和龙峪湾景区都很近，非常适

合做休闲农业项目，下一步将着力打造集

休闲、餐饮、住宿、采摘、传统工艺体验等

于一体的农家特色休闲项目，使脱贫后群

众真正致富奔小康。

“靳局长，我们已经见到张罗子了，

他和他妹妹在这里生活得挺好，各项扶

贫政策补贴都已经领取，张罗子的家人

对我们来郑州很感动！”5月7日，汝阳县

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靳振宇看

到局扶贫专干发来的信息后，心中的一

块心病终于去除了。

张罗子是汝阳县柏树乡华沟村的

贫困户，是一个聋哑人，没有上过学，长

期在外流浪打工，没有通信联系方式。

在脱贫攻坚结对帮扶中，原汝阳县城乡

规划办公室（现并入汝阳县自然资源局）

与华沟村结对帮扶，45名党员干部结对

帮扶106户贫困户，但帮扶人员始终没

有与张罗子联系上，每次与帮扶人员见

面的都是张罗子的妹妹。

党的扶贫政策是否在当事人身上得

到落实？当事人现在生活得咋样？还有

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一连串的疑问

让帮扶人员心里没底儿。帮扶人员将这

一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后，局领导要求帮扶

人员及驻村帮扶工作组要想尽一切办法

联系上张罗子，确保帮扶路上不漏一人。

5月初，帮扶人员多方打听，得知张

罗子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打工。正好

5月6日全省贫困县自然资源工作推进

会在郑州召开，根据会议安排，汝阳县自

然资源局也要派代表参会。局领导决

定，派主管扶贫工作的副局长带领两名

扶贫专干参会，会议期间，必须抽出时

间，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当事人。5月7日

中午，参会的两名扶贫专干放弃午休时

间，驱车16公里从会议地点赶到郑州市

二七区侯寨乡张罗子务工的社区，在当

地老乡的引领下找到了张罗子。这才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结果。

据了解，脱贫攻坚中，汝阳县自然资源

局45名干部职工与该村106户贫困户结

对子，结合华沟村实际，指导他们因地制宜

发展西瓜、黄梨、红薯、烟叶、黄牛等种养

业，联系外出务工，帮助解决实际生活困

难，整理户容户貌等。2018年底，该村106

户贫困户中已有90户实现脱贫，华沟村贫

困发生率由原来的9.5%降至1.01%，剩余

的16户有望在今年实现脱贫。

“以前农村养驴用来拉小磨，现在咱

们养驴拉的可是‘扶贫大车’啊！”5月11

日，在宜阳县三乡镇仁村村洛阳昶元星

润农牧有限公司，黑毛驴养殖基地经营

者冯洪涛这样比喻他的养驴产业。

进入基地，就像进入了一个大花园，

面南背北、依山而建的办公区古色古香，

院内绿草如茵，办公区下是整齐排列的养

殖大棚和饲料仓储库，西面是现代化的沼

气发酵池和驴粪加工车间，一群一群的

黑毛驴在大棚里优哉游哉地转悠着。

养驴基地是 2017 年 4 月建起来

的。冯洪涛是土生土长的仁村人，在外

务工多年。基地建成运营后，他受邀回

乡负责日常管理。据悉，该基地与山东

东阿黑毛驴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进行肉

驴养殖、繁育、销售，现有存栏黑毛驴近

300头，目前有5个养殖大棚，今年年

底，黑毛驴数量将达1000头左右。

冯洪涛介绍说，他们采用的是全生态

种养模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养殖废水及

排泄物均排入沼气池进行再利用，沼渣、

沼液用作牧草种植所需肥料。2019年基

地和农户签订合同，流转土地2000亩，用

来发展谷子种植，机械化的土地耕作、收

获由公司负责，谷子归农户，秸秆作为基

地毛驴的草料，秸秆回收能让每户贫困户

每年增收1200元，这样可带动3个村的

600户群众脱贫。

目前，基地探索了扶贫资金入股给贫

困户分红、“扶贫养驴场＋就业”等不同扶

贫模式，让仁村村11名贫困户在基地务

工，全镇100户贫困户通过分红实现增

收，冯洪涛说：“咱这小毛驴驮起了脱贫重

担，养殖场能给每人每年分红600元，加

上务工收入，大伙儿脱贫不再发愁。”

“下一步将结合三乡丰厚的旅游资

源，将基地发展和旅游休闲有机结合起

来，开发驴产品，做足驴文章，让黑毛驴养

殖基地成为三乡生态农业和旅游业发展

新的增长极，成为宜阳休闲农业发展的一

张新名片。”冯洪涛这样描绘基地的发展

前景。

汝阳县自然资源局

帮扶路上不漏一人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康红军陈海赵莉强

宜阳县仁村

小毛驴拉动“扶贫大车”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杰穆造林周伟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贾慧
娟孙斌）近日，在新安县“万基职工子弟周

末驿站”里，身着红马甲的青年志愿者宋小

宝正在给同学们上音乐课程。该驿站由30

余名青年志愿者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免费

为职工子弟辅导家庭作业，并培养他们在

书法、美术、音乐等方面的兴趣爱好。

近年来，共青团新安县委以培育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积极探索新时期志愿服务的新形

式、新内涵，营造了帮助他人、关爱社会、

传播文明的社会氛围，用靓丽青春助推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经济社会发展。

“小青新”服务无处不在。“绿上衣+

笑脸、指引路、喊加油、递饮水……”在前

不久举办的第五届樱桃谷骑行赛上，这

一抹无处不在的“小青新”成为亮丽的风

景。团县委在赛道全程设立青年志愿者

服务站10多个，组织200余名各行各业

的青年志愿者，在比赛期间提供饮水、指

路、涂鸦板合影等服务。“骑行赛举办以

来，我参加了五次志愿服务活动，能为赛

事保障出一份力，展示新安青年的热情

友善，是一件快乐的事。”志愿者何柳说。

“爱心+”传递温暖友善。位于县体

育场的爱心超市，设有爱心捐赠区、爱心

交换区、爱心义卖区、心愿墙等功能区。

在此值班的志愿者仝盼盼时常收获爱心

传递带来的感动：出租车司机王林峰免

费接送村里的五保户来挑选衣物；北冶

镇五保户陈长江为孙子挑选衣服和书包

后，执意捐了10元钱……

2016年，团县委建立起由爱心墙、

爱心屋、爱心超市共同组成的全市首家

“爱心+”平台。三年来，“爱心+”平台中

的爱心墙已存放和交流衣物6.5万余件，

惠及县城及周边的众多困难群众。爱心

屋依托县城和乡镇的部分社区建立，发

挥了号召社区群众捐赠衣物、书籍、闲置

生活用品等功能。爱心超市累计发放衣

物4万余套、书籍及文具1万余本（件），

爱心义卖（捐赠）金额3000余元，受益群

众达6万人。

“爱心+”传递温暖友善
新安县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铸就乡村振兴的“党建引擎”

嵩县德亭镇用党建激发富民兴村活力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王世光文/图

省政府办公厅派驻栾川县庙子镇河南村第一书记李海彬

真真切切为村民办实事
□凌云文/图

德亭镇下蛮峪村香菇产业种植扶贫基地

李海彬到村民家中走访

5月11日，在新安县第十届樱桃文化节开幕式上，20名胸戴大红花的农村妇女受邀

上台。她们是“洛阳市美丽庭院”家庭代表和“新安县好媳妇好婆婆”代表，在登台领奖接

受祝福的同时，还收到了甜甜的樱桃。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许金安摄

近日，记者来到嵩县德亭镇，一走
进街道，就感受到别样的乡村风情：犁
地、放牛等生活点滴被生动地描绘在
街区的“农耕文化墙”上；磨盘、辘轳、
玉米串……过去村民家中常见的东西
被陈设街边，与墙上的乡村风格漫画
相得益彰。3.5平方公里的镇区，燃气
入户、污水分流，青瓦灰砖的豫西民居
在绿树和鲜花的映衬下，更加令人赏
心悦目。

德亭镇位于嵩县西北部，距县城
27公里，全镇总面积321平方公里，24
个行政村，4.7万人。作为豫西地区风
格独具的生态旅游胜地，德亭镇历史悠
久，旅游资源丰富，天池山国家森林公

园风景如画，“天池风情小镇”别具一
格。

“看得见山，看得见水，看得见乡
愁”，这是书写在嵩县德亭镇天池路景
观墙上的一句话，是德亭镇的真实写
照。

近年来，德亭镇坚持党建引领全面
发展，以脱贫攻坚为统领，做好乡村振
兴大文章。紧紧围绕“工业强镇、产业
富民、城镇提升、旅游带动”的工作思
路，把“三结合”作为全镇工作的根本遵
循，树牢绿色发展理念，补齐农村基础
设施短板，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用好深
化改革法宝，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
农民富。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