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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在董周乡五里岭经济长廊，
酥梨挂满树、石榴压弯枝，来自各地的货车
排成“长龙”。五里岭林果产业党支部书记
李战国介绍，这几年，董周乡蔡庄村许多农
户靠种梨年收入都超过了 10万元，其中有
十几户年净利润在20万元以上。

得益于产业扶贫，鲁山发展起蜿蜒 30
公里的特色经济林长廊，覆盖了董周、库区、
观音寺3个乡、40多个行政村，种植酥梨、油
桃、石榴等各类果树 5.6万亩，带动 1000多
户群众脱贫致富，把曾经的荒山秃岭变成了

“花果山”。
脱贫攻坚，产业当先；产业脱贫，关键精

准。鲁山构建了“1676”产业体系，出台了
《“十百千万”产业扶贫实施意见》《贫困户
就业和发展产业项目扶持奖补方案》《关
于支持带贫经营主体的实施意见》等 10
余项政策，打造种植、养殖、旅游、加工、
光伏、电商等六大支柱产业，并因地制
宜，将全县划分为七个产业区域。

东部平原力推循环农业，发展软籽
石榴、迷迭香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西部
山区主打旅游，对景区提档升级；北部丘
陵发展传统的柞蚕养殖和丝绵加工，带动就
业 2万余人；中部地区依托紧邻城区地理优
势，大力发展服务业；东北部乡镇利用荒坡

荒地，实现光伏电站村村寨寨全覆盖；西北
地域瞄准畜牧养殖，带动 4000余贫困户就
业。

同时，鲁山县打造了 10大特色产业园、
156 个特色带贫基地、1290 个产业合作社
（带贫企业主体），做到“县有产业园、乡有带
贫基地、村有带贫主体”，形成了土地流转得
租金、资金入股得股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委
托经营得酬金、超产经营得奖金、订单种植
得售金等“六金”产业扶贫模式，让大多数贫
困群众实现产业收益“叠加”。

聚合力育头雁 党建引领抓关键

脱贫产业连成串，种植基地形

成片；带贫企业家门建，易地搬迁

成亮点；奇山秀水成景点，农家院

里开宾馆；健康扶贫保平安，群众

生活似神仙……走进平顶山市鲁

山县，一派红红火火。

巍巍尧山，记录着鲁山大地精

准施策、脱贫摘帽的伟大实践。

滔滔沙河，谱写着鲁山干群齐

心协力、致富增收的动人乐章。

鲁山县地处河南省中西部，素

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是集深

山区、水库淹没区、革命老区于一

体的国家秦巴山片区贫困县。全

县辖 25个乡（镇、办事处）、555个

行政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 184

个、贫困户 40804 户 142923 人，

贫困发生率14.7%。

近年来，鲁山县委、县政府深

入贯彻中央、省委精神，把脱贫攻

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

工程，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坚持一切为了脱贫、一切

围绕脱贫、一切保障脱贫，尽锐出

战，精准施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

性成就。

目前，全县累计退出贫困村

179 个 ，脱 贫 36292 户 134692

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96%，先后

被授予“河南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优秀县”“河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先

进单位”，全省教育扶贫、危房改

造、交通扶贫、林业扶贫等 9个现

场会在此召开，其中危房改造工作

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今年 2月，

鲁山县正式脱贫摘帽。

□王冰珂 师红军 乔新强

鲁山 高质量谱写脱贫攻坚绚丽篇章

熊背乡大年沟村的血桃名声在外，每
逢成熟时节，订单应接不暇。近年来，该
村党支部书记王长海带领村民破解资金、
技术、销售等难题，发展血桃 3800亩，年
产值 600万元，不仅整村脱贫，还入选了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近年来，
鲁山把建强基层组织同脱贫攻坚紧密结
合，实施“支部堡垒工程”，挺起群众脱贫
致富“主心骨”，每年对全县村党支部书记
进行培训，并鼓励符合条件的参加平顶山
学院的成人教育和省、市学习轮训，实现

“学历+能力”双提升，更好地发挥“头雁”
作用。

张平洋是辛集乡张庄村人，是省农民
致富能手、省科技致富带头人，也是辛集
乡葡萄产业党支部书记。在他和 80多名
党员示范引领下，辛集乡发展葡萄 1.5 万
余亩，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年创经济效益
近2亿元。

鲁山打破行政区设，全县推广“支部

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
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的“四链模式”，
把有能力的农村党员编入产业党组织，认
领发展示范岗、联系帮扶贫困户，以党建
促产业，以产业带民富。目前，全县共建
立 7个产业党总支、84个产业党支部，带
动万余名贫困群众增收。

党 员 干 部 做 示 范 ，一 级 带 着 一 级
干。在鲁山，县主要领导和脱贫攻坚分
管领导，每周不少于三天时间用于脱贫
攻坚，县级干部每周五必须在所联系的
乡、村住一晚，县直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需遍访重点贫困户，驻村工作队实行每
周“五天四夜”工作制，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

此外，该县在精准选派 234名第一书
记、518支驻村工作队，建立 38个驻村功
能型党组织的同时，还组建了农业科技服
务团，对接帮扶 184个贫困村，采取组团
式、结对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为贫困户
指路子、传技术、送信息。

当日，漫步辛集乡漫流村，绿树成荫，游
园别致，令人心旷神怡；乡愁园里的水缸、磨
盘等，唤醒着童年记忆；村史馆内的老旧物
品，散发着浓浓乡愁。村里的变化全是危房
改造的结果。

鲁山把农村危房改造作为“一把手工
程”，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布局，拆除危旧
房屋后，将宅基地打造成停车场、游园、花
园、果园、菜园等“一场四园”，走出了一条独
具特色的危房改造之路，今年 5月受到了国
务院督查激励。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
本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攻坚战质量。
近年来，鲁山县在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
件上下足功夫，推进开发式扶贫与保障式扶
贫统筹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
得到根本性改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
保障水平全面提质增效。

——在基本医疗方面，鲁山县投入资金
10亿多元，建成县医院新院区、县中医院新
院区、县妇幼保健院业务用房、县疾控中心
实验楼和433座标准化村级卫生室，实现了
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全覆盖、村医及配套设
备全达标。同时，该县建立了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保补充保险
和意外伤害保险、医疗救助等多道保障线，
实行“一站式”结算。去年，全县即时结算报
销12.1万人次，补偿金额1.67亿元。

——在教育扶贫领域，全县累计投入资
金5.53亿元，新建、改扩建、维修义务教育学

校 160所，为 266 所学校配备了教学设备，
实行两免一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全部
享受相关扶贫政策，教育得到全覆盖。

——在易地搬迁中，鲁山县严格按照靠
县城、靠乡镇政府所在地、靠产业园区、靠旅
游景区等“四靠”原则，落实“五个有”（社区
服务中心、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卫生室、
综合文化场所）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实施“三
个覆盖”（组织、活动、考评），加强产业扶持，
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在“六通四有”方面，该县投资 7亿
多元，新改建农村公路 800余公里，实现了
村村通客车；整合资金 2.27亿元,建设农村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1508处，所有村全
部符合饮水安全标准；投入资金6.8亿元，提
升贫困村电力、广播电视设施，实现了村村
通动力电、户户通生活用电，行政村光纤通
达率100%，广播电视信号全覆盖；投入资金
0.3 亿元，完成所有贫困村文化服务中心标
准化建设……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平顶
山市政协副主席、鲁山县委书记杨英锋说：“我
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新时代的奋斗征
程中，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更
加有力的举措，开拓进取、趁势而上，聚焦‘十
大任务’，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力建设生态宜居、
富裕文明、平安幸福新鲁山，为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鲁山力量。”

“我赶上了旅游业的发展快车，开办
农家乐10多年，从最初的土墙柴瓦房8个
床位开始，发展到如今的四层楼 70个床
位。”四棵树乡平沟村村民陈新库说，他的
四层民宿还被评为鲁山县“四星级”农家
乐，经常一房难求。

昔日无人问津的穷山沟，如今成了
“网红”打卡地。鲁山县人均耕地少，而沟
沟坎坎众多，于是以“沟域经济”补齐土地
短板，建设以特色农业旅游观光、民俗文
化、科普教育、养生休闲、健身娱乐相结合
的产业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
增收。

走进四棵树乡张沟村的一体化柞蚕
丝绸基地内，游客们交口称赞。“从柞蚕养
殖、煮茧缫丝、打纬刷经、织造炼绸到手工
缝制等，我们已形成了完整的柞蚕养殖、
加工、销售产业链。”该村党支部书记许建
军说。目前，柞蚕一体化丝绸加工、生态
黑猪养殖和农家乐经营，已成为张沟村的
三大产业。

邻村黄沟的“自助式农家院”更是别
具一格，不仅有老式家具，厨具和卧室也
配套齐全，图书室可以休闲阅览。“把老房
子改造成自助农家院后，特别受欢迎。”平
顶山市教体局驻黄沟村第一书记陈京玉
介绍，“目前村里已有 8所自助农家院（含
木屋），并争取 3至 5年内发展到 30座，形
成规模经济。”

沟沟有产业有特点，村村有特色有品
牌。不只是平沟、张沟、黄沟，鲁山全县符
合条件的乡村都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按照
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原则，打造亮点纷
呈的“沟域经济”。

在瓦屋镇土桥沟食用菌产业园，1000
多棚香菇排列整齐、蔚为壮观。去年，瓦
屋镇打造“香菇小镇”，将大棚分配给全镇
19个行政村，再转租给食用菌生产企业，
吸纳1000多人就近务工，其中贫困户381
人，人均年收入可达2万元，同时可每年为
村集体增收10万元。

如今，鲁山县一条条“穷荒沟”纷纷变
成“金银沟”，宛若一张张“留得住青山绿
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名片，迸发着朝气蓬
勃的活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延链条强支柱 脱贫产业挺“脊梁”

抓特色建亮点 沟域经济成品牌

重建设强改造 社会保障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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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风光

辛集乡突尼斯软籽石榴熟了 马进伟 摄

团城乡花园沟村高端民宿别具一格 马进伟 摄

五里岭酥梨丰收了 马进伟 摄

杨李沟村一宅变“四园”，环境大改变 马进伟 摄

在蓝莓加
工厂，工人们
正 在 分 拣 蓝
莓 马进伟 摄

在辛集乡的一葡萄园里，果农露出
了幸福的笑容

在张良镇易地搬迁安置点——思源居，孩子
们在开心地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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