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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太行，滔滔黄河，孕育了新乡先

进群体，在8000多平方公里的牧野大地

上，处处都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而“新乡

先进群体”的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插在

这个阵地上一面永不褪色的红色旗帜，成

为广大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心骨。

在我省“三山一滩”脱贫工程中，新乡

有“一山一滩”。“一山一滩”贫困面广、贫

困程度深，但穷则思变，“新乡先进群体”

成员多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的苦孩子，

他们废寝忘食、绞尽脑汁地对抗贫困，带

领乡亲们走向富裕。

截至2018年底，新乡已有23.41万农

村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户产业扶持和增收

措施实现全覆盖、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完成率居全省第一、危房改造清

零行动超额完成省定任务；今年，封丘县

和原阳县两个贫困县通过省专项组评估，

实现脱贫“摘帽”，新乡持续贯彻精准扶贫

方略、着力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继续扎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新乡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张文亮告

诉记者，“新乡先进群体”的奋斗史，就是

一段坚持不懈与贫困斗争的历程，他们带

领着群众拔穷根、争尊严、求价值、谋幸

福。

从富一群人到富一方人

“新乡先进群体”的成员们，率先带富

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共同努力和奋战，拥

有全新创造力和感染力，进而影响了一方

百姓。他们一同向穷山恶水宣战，誓和贫

困“死磕”到底。

如今，“新乡先进群体”魅力超强，全国

各地参观者络绎不绝。但他们最初的愿望

和目标，只是想把身边的群众带到富路上，

让群众不受苦、不受罪，过上好日子。

“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把群众带到

正路上，把群众带到富路上。”新乡县七里

营镇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这样总结

自己的工作。被称为“农民政治家”的他，

是“新乡先进群体”的灵魂人物。

这个长工的儿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深知老百姓的日子难，从1949年8月6日

入党，他就立下了“为了刘庄父老乡亲有

饭吃，有衣穿，有房住，都过上好日子，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怕死，不怕苦，不

怕吃亏，跟党一辈子不变心，死不回头”的

铮铮誓言。

史来贺与贫困较上劲。从1952年担

任刘庄党支部书记，到2003年去世，史来

贺在刘庄的土地上，整整干了51年。他

常常成夜成夜的不睡，为刘庄的群众操

心，为刘庄的发展思考。史来贺的付出，

不仅摆脱了“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这

句话，还让刘庄从一个十里八村有名的佃

户村、长工村，成了闻名全国的“中原首富

村”，让刘庄与时俱进，始终走在全国农村

前列。

以史来贺为榜样的卫辉市唐庄镇

党委书记吴金印，和史来贺的总结一样：

“把群众带到正路上，把群众带到富路上，

是我的使命。”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

吴金印一干就是50年，被誉为“乡镇党委

书记的榜样”。

为了让群众有地种，有更大更满的粮

囤，吴金印成了“造地书记”，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在狮豹头乡工作时，吴金印带领群

众苦干15年，治水架桥、植树育林，造出

2000多亩良田。他清楚，土地就是聚宝

盆。到唐庄任职后，通过筑高低坝、建消

力池、闸沟造地等，至今已造出1万多亩

新地。为防止水土流失，又给山坡地围上

石堰。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

“三保田”。

造地解决了温饱，还得想办法致富。

“错过机遇是罪人。”吴金印很有发展的紧

迫感。上世纪90年代，他去广东参观时

受到启发，回来后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如

今的唐庄镇，已有世界500强、国内500

强、上市公司等大小40多家企业入驻，走

上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

展的道路。

“吴金印老书记的一言一行对我的影

响很大。”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裴春亮坦言，吴金印虽然

是长他28岁的长辈，但两人是“忘年交”，

他以吴金印为榜样，一直在学习他永不满

足、永远从零开始的精神。“剃头匠”出身

的裴春亮，2005年以来，致富不忘乡邻，

带领群众发展高效农业、工商业和红色文

化旅游，并创建春江集团，把一个仅有

600口人、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的省级贫

困村发展成为入住11800口人、人均年收

入超过15000元的新型农村社区。

郑永和、刘志华、张荣锁、耿瑞先、范海

涛、赵化录等，他们都找到了同一条发展道

路——认准集体致富路，扶贫助困求大

同。从刘庄、唐庄、小冀，到裴寨、南李庄、

冀屯……“新乡先进群体”，始终保持先进，

坚定信念，带动了一群人富裕，进而影响一

方百姓。在全国实施精准扶贫之时，他们

早已先行一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在脱贫攻坚战中，“新乡先进群体”又

有了新使命，他们结对帮扶贫困乡、贫困

村和贫困户。吴金印结对帮扶顿坊店乡

新村，裴春亮结对帮扶薄壁镇，范海涛结

对帮扶拍石头乡……在“新乡先进群体”

的带动下，100多名先进模范党员与贫困

乡、贫困村结成帮带对子，成为精准扶贫

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下转第二版

“要不是靠这两个大棚，俺脱不了

贫，两个小孩上大学要作大难了！”10月

14日，刚刚整理好自家的大棚，漯河市

召陵区老窝镇老许村脱贫户许学勤就

开始合计着过几天往大棚里移栽芹菜

苗。

许学勤干活利索，攀谈期间，手里

的活一点没落下。许学勤用这双皲裂、

布满厚厚茧子的大手，顽强地托起了整

个家庭。他家有4口人，妻子得病后成

植物人，生活不能自理。两个儿子都在

上大学，家庭十分贫寒。

“再难也不能让这个家散了！”2017

年，老许村的无公害果蔬产业大棚建成

后，许学勤在村“两委”、驻村第一书记

的帮扶下，免费承包两个约2.7亩的产

业大棚，用来种植礼品西瓜和芹菜、豆

角等蔬菜。随着技术的提高，许学勤每

年能有两三万元的纯收入，2018年家庭

实现脱贫。

“多亏党的好政策，俺现在日子一

天比一天美哩！”聊着聊着，肚里有点

“墨水”的许学勤情不自禁地朗诵起自

编的顺口溜：“老许村，变化大；班子强，

为大家；民风淳，传佳话；重基础，勤奋

发；路灯明，夜行佳；道路通，人人夸；上

产业，靠真抓；兴教育，为了娃……”

今年全省将实现65万农村
贫困人口脱贫

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

甩开膀子奔小康，旧貌换新颜的老许村

只是我省脱贫攻坚工作成效显著，让乡

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

补齐短板，啃硬骨头。今年以来，

我省深入贯彻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

年行动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实现65万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000个贫困村出

列、剩余14个贫困县摘帽、“十三五”规

划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全部搬迁入住的

年度目标任务，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

在首位，一手抓剩余减贫任务攻坚、一

手抓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各项工作

呈现良好态势。

凝神聚力精准施策开“良方”

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我省因村因

户因人施策，打好产业扶贫硬仗，突出

抓好特色农业、小型加工业、旅游业、电

商产业、光伏产业五大扶贫产业，截至7

月底已实施产业扶贫项目7823个、参与

贫困户284.25万人次。全省电商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实现贫困县全覆盖，上半

年全省通过电商和产销对接促进农产

品上行195亿元。

打好就业创业扶贫硬仗，开展有组

织劳务输出和专项帮扶活动，开发公益

性岗位，加大创业带贫力度。截至7月

底，全省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

劳动力，就业率达99.84%；农民工返乡

创业新增14.17万人，累计达138.29万

人，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21.02万人。

打好生态扶贫硬仗，统筹抓好重大

生态工程建设、高质量生态产业发展、贫

困地区生态品质提升等工作。53个贫困

县造林280万亩，吸纳5.6万贫困人口就

近务工；新建特色经济林基地22.58万

亩、木本油料基地12.7万亩、花卉苗木基

地9.3万亩，带动10万贫困群众增收；全

省在聘生态护林员2.72万名。

打好金融扶贫硬仗，积极开展专题

银企对接、金融产品推介，上半年全省

精准扶贫贷款余额1349.9亿元，当年新

发放319.4亿元，截至7月底全省扶贫小

额信贷新增18.52亿元。

脱贫攻坚越往后，越是难啃的硬骨

头，脱贫攻坚奔小康的道路上，河南扬

着斗志，挥洒着汗水，啃下一块块贫困

“硬骨头”, 全省上下信念坚定：小康路

上不落一人！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16日是

第39个世界粮食日，河南省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妇联主办，河南工业大学承办

的“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

动”于当日启动，向社会各界发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主题倡议。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副局长刘云、省农业农村厅副巡视

员夏爱英等出席启动仪式。来自机关、

学校、企业、社区等各界代表近500人参

加了宣传活动。

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本次

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行动造就未来 健

康饮食实现零饥饿。”粮食安全系列宣传

活动的主题是：“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建设

粮食产业强国。”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

对粮食生产的投入支持力度，不断改革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稳定在较高水平，种植结构不

断优化，粮食库存充裕，粮食安全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同时，不断推动粮食产业

创新发展、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着力确

保粮食有效供给，着力促进种粮农民持

续增收，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河南是农业大省，是我国小麦等农

作物的主产区，在我国粮食生产领域占有

重要地位，在我国粮食事业的发展及维护

我国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省将在粮食安全宣传周期间，采

取主题科普讲座、互动交流、主题倡议、

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宣传讲解我国粮

食安全形势、粮食供给状况，增强全社会

爱粮节粮意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随

后还将公布一批河南省粮食安全宣传教

育基地，以基地为抓手，面向社会公众广

泛开展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倡导引领爱

粮节粮社会新风尚，牢固树立粮食安全

人人有责意识。

10月16日，游客在民权县绿洲街道办事处任庄村湖面上划船游玩。任庄村地处黄河故道南岸，北靠黄河故堤。近年来，该村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服务项目，修建旅游设施和农家宾馆饭店，成为富裕水乡，被省水利厅评为“水美乡村”。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增峰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10月16日，尽管天空中飘着毛毛细雨，

新蔡县顿岗乡平楼村的稻田里却锣鼓

齐鸣热闹非凡，村民们通过拔河比赛、

趣味抓鱼、挥镰割稻等形式庆祝新蔡县

第二届稻香节暨“10·17”扶贫日活动的

开幕。

新蔡县顿岗乡种植的胭脂米和水晶

米系列以其“软、糯、香、甜”而深受消费者

欢迎，“顿岗大米”先后走上了上海、广州等

大城市市民的餐桌。近年来，该县因地制

宜，推进水稻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品牌

化，叫响了“顿岗大米”这一优质品牌。

新蔡县在培育农业品牌的同时，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和扶贫主导产业，把“品牌

农业”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抓

手，不断促进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成果，为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赵天宇
尹祖涛）10月16日，封丘县在该县人民公

园举办以“消费扶贫助推高质量脱贫”为

主题的扶贫产品展销会。

在仪式上，封丘县委、县政府对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无私奉献、积极带贫、为封

丘脱贫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十佳带贫企

业”予以表彰。本次展销会共有近200家

带贫企业和贫困户的货品参展，货品种类

达1000余种。

据介绍，该县全力打造特色农产品

品牌，搭建消费扶贫平台，搞好贫困户

用工对接，确保全县贫困群众实现稳定

脱贫。

本报讯（记者何难）10月15日，全

省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在清丰县

召开，学习传达全国产业扶贫工作推进

会精神，总结交流各地产业扶贫工作开

展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全省产业扶贫

工作。

近年来，我省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

脱贫的根本之策，农业产业扶贫取得了

积极进展，贫困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加快

发展，贫困群众实现了稳定增收。2018

年，贫困地区人均纯收入达11911元，

年均增长13%，全省农业产业扶贫覆盖

带动贫困群众156万人。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

申延平在会上指出，近年来，全省贫困

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大力

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取得良好效果。

下一步要更加注重扶贫产业短中长结

合，确保产业能够真正“落地生根”；强

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重点提升

新型主体带贫质量和效果，解决好带

好带稳问题；要把营销作为推进产业

扶贫的关键，开展农产品产销衔接，建

立常态化机制、实现产销精准对接；强

化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支撑，更加注重

精准性。

“当前，联贫带贫工作已经进入引

导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提升自我发

展能力的新阶段。”申延平说，要创新

完善联贫带贫机制，更加注重扶持政

策与带贫成效的结合，让贫困户真正

得实惠。

摆脱贫困，新乡先进群体的奋斗史
□本报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李存伟

河南启动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增强爱粮节粮意识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新蔡县
培育农业品牌
巩固脱贫成果

封丘县
消费扶贫助推高质量脱贫

我省啃下一块块贫困“硬骨头”
今年将实现6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1000个贫困村出列、剩余14个贫困县摘帽

□本报记者田明

全省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指出

更加注重扶贫产业短中长结合
确保产业能够真正“落地生根”

民权 黄河故道 水美乡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筹办工作有关方面代表
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庆祝活动的重要讲话
对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