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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奏凯歌
乡村振兴再出发

□本报记者张鸿飞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

的起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

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2月25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这段

话，令参加大会并荣获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的

王长征倍感责任重大。王长征是汝州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汝州市扶贫办主任。3月2日，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24字脱贫

攻坚精神，已深深镌刻在了他的心间。

脱贫攻坚战开始后，因在夏店镇扶贫工

作中成效突出，王长征从镇党委书记调任汝州

市扶贫办主任。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400多

个贫困户较为集中的村，走访3000多家农户

摸底调研，围绕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抓大不放

小，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脱贫攻坚“汝

州模式”赢得好评，他也被称为“拼命三郎”。

旌旗引征途，实干见精神。截至2020年年底，汝州市实现所有

贫困人口脱贫，63个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发生率由3.2%降至0%，

贫困群众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2693.22元增加到2020年的

12898.29元，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圆满完成减贫目标任务。

汝州花椒、蚕桑种植，蜜蜂、肉兔养殖，服装、鞋类加工，乡村旅

游，光伏扶贫等五大扶贫主导产业，迅速遍地开花，贫困户产业覆盖

叠加度达3.19，户均受益额度1.22万元，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

产业基础。

2017年年底，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组织的中央扶贫资金绩

效考核中，汝州市获好评；2018年，在河南省脱贫攻坚半年成效考

核中，汝州市获“好”位次，位居全省各县（市、区）第7名，非贫困县

第2名；2018年年底，作为河南省唯一一个非贫困县接受国家脱贫

攻坚成效考核，汝州市的工作获考核组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何自通文/图

3月2日上午，53岁的张学友喜滋滋地往与汝州市纸坊镇牛王村隔河相望、相

距五里地左右的郏县高村赶会。此行，他是专程去了解市场羊价的。“过去老忙地

里的活儿，哪有时间养羊？”张学友说，镇里推广土地托管模式后，他把土地全部交

给喜耕田公司，闲了就养了五六十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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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有声有色

文明花绽放乡村

大田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汝州市

喜耕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深耕农

业种植业11年，开展农机服务也

有 5年时间。公司现有土地托管

面积1000多亩，由公司按统一耕

种、统一浇水、统一施肥、统一喷

药、统一收割“五统一”标准负责管

理。

谈到怎样确保参加土地托管农

户收益时，于跃峰说，纸坊镇的做

法有三：一是依托喜耕田与中粮集

团合作，在纸坊镇镇区东部种植小

麦、玉米的15个村，按照试点先行、

全面推进的思路，在充分尊重群众

意愿的基础上，每村先期划出300

亩以上的示范方，变“流转”为“托

管”。

二是最大限度增加农户收入。

纸坊镇种植小麦、玉米的4.5万亩

耕地，平均亩产小麦1000斤、玉米

1200斤，毛收入2000元左右。每

亩地每年的净收益是1000元。实

施土地托管后，采取规模化生产和

良种作业，亩产小麦可达到 1100

斤、玉米1400斤，并且，中粮集团每

斤以高于市场价0.1元回收，每亩

地的收入可达到 2400~2600 元。

按照“五五”比例，农户每亩地能分

到1200~1300元。粗略计算，实施

“土地托管”后，每亩地可增收200~

300元。同时，各村分别成立劳务

公司，把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民

的资料信息登记造册，按年龄、性

别、特长等，分别输送到相应的企

业务工，每人每年可增加工资性收

入40000元左右。这样，每户按平

均有4亩耕地、有两个劳动能力的

家庭成员计算，每年净收入可达到

8.5万元。

三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土地托管后，每亩地毛收入

50%分给了农户，剩余50%（1200~

1300元），扣除托管公司生产资料、

耕种作业、收益保障等费用大约

900元，余下的 300~400 元，除去

日常管理人员报酬（每亩地按100

元计算），其余全部作为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每个村建立300亩的示

范方，每年村集体经济增收9万~12

万元，托管1000亩可增收30万~40

万元。

纸坊镇地处冲积平原，土壤肥

沃，水利条件好，共有耕地7.5万亩，

总人口9万多人，属于典型的农业大

镇，是豫西南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纸坊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于跃

峰说，围绕打造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示范区和实验

田的总体定位，纸坊镇认真学习借

鉴山东临沂、黑龙江鸡西等地的先

进经验和做法，紧密结合实际，因地

制宜，率先在汝州市启动实施了土

地托管模式。

“纸坊镇土地平整，非常适合大

农机作业，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汝

州市喜耕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孙书祥分析说，一家一户耕种，生

产成本高。实施土地托管，降低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在

优化农产品销售过程中提高了收

益，也为从土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民，

提供了更多选择。

3月4日，纸坊镇党委书记郑岩

峰在接受采访时说，土地托管就是让

土地像老年人进托老中心一样，有专

门的护理人员提供全程服务。

土地托管可以达到“四赢”效

果。

郑岩峰解释道：其一，变小农模

式为连片规模化、机械化耕作，实施

良种作业，提高粮食产量，扛稳粮食

安全责任。其二，土地托管后，受托

方每年给农户每亩地800元钱保底

收入，年底按收益二次分红。从土

地里解放出来的农民，可以务工或

发展其他产业，多渠道增加收入。

其三，土地托管采用“公司+村级合

作社+农户”的方法实施，一部分收

入留给村集体，有效发展壮大集体

经济。其四，土地托管后，实施的规

模化生产、经营，将有效带动现代农

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有力的产业支撑。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以来，汝州市脱贫攻

坚的探索和做法得到了国家、河南省和平顶

山市的充分肯定，多项举措在全省交流推

广，许昌、南阳、新乡和登封、夏邑、淇县等地

先后到汝州交流学习。

打造产业扶贫“汝州特色”。一是抓实

抓牢“八要素”，构建“1+10”产业帮扶菜单。

聚合“市场主导、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基地

共建、合作社组织、群众参与、金融支持、保

险保障”产业扶贫“八要素”精准扶贫，着力

构建“1+10”的产业帮扶菜单（1个产业扶贫

指导意见，农业、林业、畜牧、金融、工信等相

关部门配套10个具体措施细则），为贫困户

按照“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宜商则商”的原

则量身制定产业增收措施，带动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长期受益。二是开展消费扶贫“七

进七销”行动，即扶贫产品进机关单位带销、

进展示中心展销、进商场超市统销、进居民

小区助销、进电商渠道拓销、进扶贫夜市促

销、进直播平台营销，推动建立扶贫产品与

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长效机制，促进贫困群

众致富增收。五大扶贫主导产业遍地开花，

全面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为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打造易地扶贫搬迁“汝州样板”。汝州

市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被省发改委评为“全省

‘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成效明显县”，并在

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上作经验交流。

大峪镇下焦村安置点入选全国“十三五”时

期易地扶贫搬迁典型案例。

脱贫攻坚工作也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

高质量发展，汝州市连续两年入选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县，荣获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

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称号。大峪镇成功创

建省级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蟒川镇牛角岭

村、焦村镇安沟村等贫困村获评省级乡村旅

游特色村。

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战役中，汝州市勇

担当积极作为，创新扶贫工作新思路，形成

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汝州模式”，为脱贫攻坚

工作贡献了汝州经验、汝州智慧、汝州力量。

根据汝州市委扶贫工作部署，汝州市坚持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精准退出，严格执行“两评议两公示一比对一公告”工作程序，做好

动态管理工作，强化帮扶力量，开展精准帮扶，提高脱贫攻坚实效，

强化教育、医疗、卫生“三保障”。

通过加强规范经营性扶贫资产备案管理、开展奖补式造血扶

贫、举办“脱贫攻坚文明实践讲堂”等系列活动，切实发挥经营性扶

贫资产的使用效益和带贫效益，推动志智双扶，激发贫困群体内生

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进一步完善脱贫攻坚的制度体系，包括责任

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评价体系，为脱贫

攻坚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压实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专项责任、驻村帮扶与社会

帮扶工作任务，强化责任、政策、工作“三落实”，着力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狠抓金融扶贫、光伏扶贫、产业扶贫、

易地搬迁扶贫、就业扶贫、生态扶贫，强力落实社会保障，夯实脱贫

攻坚基础。全市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87个，投入资金2.67亿元，带

贫2.9万人次，建成农业、林业、畜牧等产业扶贫基地91个，培育产

业扶贫龙头企业33家、合作社28家，带贫4196人，产业扶持和增

收措施实现全覆盖。

汝州市的脱贫攻坚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必然是一个奋进的

群体多年来前赴后继努力拼搏的结果。

2017年，汝州市有31个村被确定为深度贫困村，攻坚难度不

可谓不大。怎么办？汝州市委决定，由市委常委和分管副市长等分

包联系贫困发生率高的深度贫困村，市委书记陈天富在常委会上表

态：“全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牛角岭村，我来分包联系！”几年间，陈

天富208次到访贫困村，慰问贫困户，并多次夜宿贫困村，挑灯为产

业发展把脉。

2018年“感动汝州最美扶贫人物”、誓言“脱下军装，我还是那

个心系扶贫的子弟兵”的汝州市王寨乡扶贫办主任胡克亮，誓言“一

句承诺树心田、不拔穷根誓不还”的国有风穴林场副场长，曾在王寨

乡刘凹村、夏店镇黄沟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李青建，荣获“脱贫攻

坚鹰城榜样”称号、自强不息脱贫致富当先锋的焦村镇邢村村民韩

苗……一桩桩、一件件、一个个数不胜数的事件、案例和人物故事，

勾画出汝州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伟大壮举。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汝州有1人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称号、6人获“河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66人获平顶山市“鹰

城榜样先进个人”称号。在脱贫攻坚中，汝州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减贫成效，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了一支政治过硬、担当过硬、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的“汝州铁军”。

正如王长征所言：“我是汝州成千上万扶贫干部和自强不息脱

贫群众的代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个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属于汝州人民的！也标志着脱贫攻坚‘汝州模式’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认可，直面未来，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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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实抓牢“八要素”
“汝州模式”现成效

B 建章立制打基础
脱贫攻坚有保障

C 蹄疾步稳产业兴
脱贫攻坚奏凯歌

D 快马加鞭未下鞍
乡村振兴战犹酣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奖章

王长征在会场留影王长征在会场留影

启动仪式现场，演员在表演歌舞《汝瓷赋》。 王延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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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王延平）

“晒着太阳看戏，这日子过得可美，得感谢

党！”3月4日下午，汝州市群艺馆组织文化

志愿者，联合市财政局到焦村镇邢村开展

“送文艺节目”进村文明实践主题日活动，

邢村80岁的张振江和80岁的赵留清，对

驻村第一书记卢占利说。

这次活动是汝州市文明办按照首届

“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动要

求组织的。3月 5~6日，该市还将开展

“献暖暖爱心”“送健康科普”文明实践主

题活动。

3月2日，首届“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推动周”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郑州举

行，主题是：让文明之光照亮新征程。收看

了实况转播之后，平顶山市在汝州新时代

文明实践广场举行了分会场启动仪式。平

顶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荆建刚宣布活动

启动，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

主任张恒昌主持启动仪式。汝州市委副书

记陈淑雅在致辞中介绍了汝州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和运行情况，平顶山市委

宣传部二级调研员黄松涛宣读《关于开展

首届“平顶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周”活

动的通知》。

启动仪式结束后，来自平顶山市市直

单位、县（区）的同志观摩了汝州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的“讲文明礼仪”主题

日活动，及汝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

展。

土地托管带来哪些新变化

为什么推广土地托管模式

怎样确保农民收益稳中有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