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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答好““脱贫卷脱贫卷”” 叩开叩开““致富门致富门””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省委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店镇郭庄村工作队帮扶工作综述

□河南法制报记者 荆锐/文 王富晓/图

●核心提示

“过去喝的都是苦咸水，现在一拧
水龙头，清凌凌的水就出来了，再也不
用跑老远挑水吃了……”2016年，在省
委政法委的协调下，水利部门投资460
多万元，解决了郭庄村人畜饮水、农业
用水困难的问题。5年过去了，赵老太
对这件事念念不忘，逢人就夸郭庄村
现在的好。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省委政法
委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脱贫攻坚
的先导工程，瞄准郭庄村短板弱项，持
续加大资金投入和涉农资金整合力
度，集中解决贫困村基础设施、环境面
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村村通上硬化路。2016年以来，
累计为郭庄村修建水泥路 66.5公里、
柏油路 3.2 公里，实现村村通、户户
通；同时，安装太阳能路灯 350 个，方
便了村民生产生活和出行。

户户吃上放心水。2016年以来，
省委政法委累计投入 380万元，新打 7
眼井，基本解决所有村民组安全饮水
问题；去年还协调申报水源地置换工
程项目，工程全面覆盖所有村组，可有
效解决水量少、水质差等问题。

人人住上安全房。开展危房清零
行动，累计改造危房4户，修缮房屋36
户，消除群众住房安全隐患。

宽带网络“入户装”。协调县电业
局更新安装 14台变压器，解决村民用
电安全问题；协调联通公司建成确山
县第一个信息村，满足村民 IP高清电
视、上网需求。

先后投入 70 万元为郭庄村新建
法律宣传文化广场、建党 70周年文化
长廊，协调省文联到郭庄村开展大型
义演活动，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站在郭庄村主干道向四周望去，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基础设施的
完善，给郭庄村村民带来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变化，也为村民们筑牢了
致富路的“根基”。

村民若发生矛盾纠纷，第
一时间由治保主任出面调解，

调解不顺利，则由驻村工作队和
村两委班子集体调解，推动矛盾有效

化解……在郭庄村，这已经成为村民遇
事寻求帮助、化解恩怨的标准“流程”。

纠纷若不及时化解，容易激化矛盾，影响邻
里和谐，成为阻碍脱贫攻坚顺利推进的“病因”。

为有效根治这一顽疾，为脱贫攻坚营造良好的
法治环境，驻村工作队立足政法特色、创新扶贫模式，打

出一套平安乡村建设“组合拳”：强化诉源治理，探索形成一
套特色鲜明的矛盾排查化解法，该做法得到驻马店市中级法院

肯定，并总结推广；科技助力治安防控建设，建成村级技防监控平
台，实现监控区域无死角、无空白；捐赠电动巡逻车两台，为平安乡村

建设保驾护航；建立村级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定期开展反邪教宣传教
育活动，提高周边村民、学生对邪教渗透的警惕性、鉴别力和防范意识，筑牢

基层反邪教思想防线。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扶贫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在省委政法

委的指导下，驻村工作队坚持抗疫阻击战与脱贫攻坚战双管齐下，与郭庄村两委班子
并肩战斗，做好排查、隔离工作，取得零疑似病例和零确诊病例的成绩。同时，对因疫情

防控导致收入降低的农户进行排查，逐一解决问题，降低疫情对群众收入的影响。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精准扶贫全面转向乡村
振兴之年。站在新阶段、新征程
的交汇点上，省委政法委和驻村工
作队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精准的
举措和务实的作风，推动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脱贫助力
振兴，以振兴巩固脱贫，加快农业
现代化步伐，让郭庄村成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家园。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我
省村级两委班子换届为契机，重点
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
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

推动扶贫产业再升级。拟扶
持建设种养结合的现代循环农
业，将养殖场发酵处理后的沼液、
粪便用来种植农作物，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形成种
养结合的现代循环农业，增加村
民收入。

继续改善人居环境。加大垃
圾处理力度，加强饮用水治理和
保护，加大推进污水治理、“厕所
革命”等工作的力度，做好改善规
划，加大资金投入，提升工作标
准，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将基础
设施建设与发展特色产业、乡村
旅游等有机结合，以良好生态推
动郭庄村美丽乡村建设。

持续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积
极筹划村新文化广场的建设，开
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和宣传教
育活动，开展好“优秀党员”“五好
文明家庭”等评先树优活动。

夯实乡村治理根基。完善农
村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实
现乡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
机制科学化、治理手段精细化，探索
建立智慧郭庄“互联网+网格管理”
的综治服务管理平台，提升乡村治
理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提
升乡村治理效能，助力乡村振兴。

曾经的郭庄村，泥泞小路严重影响
通行，电压不稳不能用空调，水资源还很
贫瘠。如今，铺上水泥路，用上自来水，
家门口就能打工挣钱……谈及郭庄村
的变化，村民们感慨道：“我们现在的生
活和城里没啥区别，过去想都不敢想。”

2015 年，党中央吹响脱贫攻坚战
“冲锋号”。同年，省委政法委部署定点
帮扶郭庄村工作，郭庄村的美丽蝶变自
此开始。

这得益于省委政法委对驻村帮扶工
作的高度重视：历任主要领导先后多次
到郭庄村调研指导；委书记办公会议定
期进行专题研究；班子成员轮流到帮扶
村指导帮扶；机关 27 个党支部与 27 个
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办公室、机关
党委党支部与帮扶村党支部开展“手拉
手”对口帮扶……一项项工作压实了帮
扶责任、理清了帮扶思路，形成了上下齐
抓、层层落实、合力推动的良好格局。

这得益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村
民的积极配合，更离不开驻村工作队成
员一心为民、无怨无悔的付出。

“组织上派我来是信任我，干不好对
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老百姓。”2015年8月，
抱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时任省委
政法委教育培训基地副主任的郭勇正式
上任，成为郭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在这个
岗位上，他一干就是5年半。其间，为确保
工作的连续性，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第一轮驻村任务期满后，郭勇主动要求

“连任”，直到啃下最后一块“硬骨头”。
与他有同样想法的还有驻村工作队

的另外两名成员——张四化和王宗胜。
他们主动放弃与家人团聚，和郭勇一起
扎根基层，找问题、补短板，与群众同吃
住，以累累硕果赢得群众真心点赞。

郭庄村原村支书王大毛说：“郭勇书
记处处为群众着想，是我们郭庄村的恩
人。”郭庄村村民张大爷说：“以前去城里
检查身体，来回得花一天时间，现在家门
口就能看病。感谢党，感谢驻村工作队！”

郭庄村扶贫车间里，十几名女工
正坐在桌子前忙碌着。她们三两下就
将一张“纸片”折成纸盒，又熟练地将
一个塑料瓶装入纸盒，盖上盒盖……
动作一气呵成，转眼间，盒装产品就堆
成了“小山”。

“出家门就进厂门，赚钱顾家两不
误。”这是驻村工作队为没法外出打工
的村民争取来的“福利”。

为帮助村民解决外出打工就无法
顾家的难题，2017年，驻村工作队与确
山县济民生物有限公司合作，建成一个
建筑面积1116.5平方米的扶贫车间，并
投入 500多万元进行装修、购买设备，
加工生产透皮净、洗衣液等十几种产
品，帮助45名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

累计为群众发放工资210万余元。
“我们发的是计件工资，手快了每

月能挣 3000 多块。”李大云曾经是郭
庄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里 3 个孩
子都在上学，自己分身乏术，只能在家
里干着急。到扶贫车间打工，既给李
大云带来了固定收入，又解决了同时
照顾老人、孩子和干农活的难题。她
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

郭庄村由 32个自然村组成，虽然
面积有近 32平方公里，但该村土地贫
瘠、靠天吃饭，致贫原因复杂。

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
子”。围绕贫困户稳定增收这一核
心，省委政法委把产业扶贫作为治
本 之 策 ，指 导 驻 村 工 作 队 化 地 貌

“劣势”为“优势”，协调爱心企业种
植 70 亩玫瑰花，全村种植夏枯草 130
亩、艾草 223 亩、花生 7000 余亩，以
高效种植业带动农户发家致富；投
资 300 万 元 建 设 500kW 村 级 光 伏
扶贫电站。

像李大云一样，越来越多的
村民在过 去 的 几 年 里 ，真
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脱贫
攻坚大背景下郭庄村
的变化，贫困群众
的生活质量得到
明显改善，老
百姓日 子
越过 越
好 。

“只要你们有才，我们就不让你们掉队；
只要你们考上大学，我们的捐助一个都不少。”
2019年9月2日，“金秋助学”圆梦活动中，郭勇
的一席话，给李珂吃了颗定心丸，也更加坚定
了她好好学习、日后回报社会的决心。

李珂来自郭庄村的一个贫困家庭，年幼
丧父，母亲身患重病，家境贫寒，她一边上学
一边打工，靠着不懈努力考上了研究生。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郭勇第一时间联系爱心企
业为李珂捐赠助学金，帮她圆求学梦。

十年寒窗苦读日，只盼金榜题名时。为
保证郭庄村每一名贫困大学生能够顺利踏
入校园，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爱心人士、企

业，为28名贫困户大学生捐款11.6万元。开
展“教育惠民”专项行动，为 84 名贫困户学
生发放就学补助金 18.53 万元。2016 年至
2020年，郭庄村考入大学的学生共 98名（贫
困户学生 21人）。其中，博士 2人，研究生 6
人（贫困户学生2人）。

贫困户多是老弱病残，脱贫攻坚不仅要
让他们“吃得上、穿得暖”，还要及时帮助他
们解决实际困难。近年来，省委政法委建立
多元化帮扶机制，积极争取扶贫资金、行业
资金和社会资金。

截至目前，共为该村建档立卡的 61 户
贫困户 171 人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共

478
80 元 ；
落实 88 名
贫 困 户 高 龄
补 贴 政 策 合 计
10560 元 ，落 实 100
名贫困户长期慢性病补
贴共 10 万元，有效预防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发生。

此外，自 2016 年以来，驻村工
作队还先后邀请眼科医生为该村1000
余名村民作眼健康检查，并资助83名白内
障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帮助他们重见光明。

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对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省委
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店镇郭庄村工作队荣
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郭庄村地处确山县城南25公里处的浅
山丘陵地带，是省委政法委定点帮扶的贫困
村。2015年以来，省委政法委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省委各项扶贫决策部署，选优派强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成员，着力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持续发展壮大扶贫
产业，真抓实干攻坚，真金白银投入，真心
实意付出，以实绩实效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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