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头掌舵逐浪高 构建“五大责任”体系，发挥党的“指挥棒”作用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船载千
钧，掌舵一人。

“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啃下
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攻破了一个又
一个要害关卡，无不浸润着永城市
委、市政府的深邃思考和非凡勇气。

永城市严格落实“中央统筹、省
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组长的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建立了 13个脱贫攻坚专
项硬仗指挥部，完善了 11项脱贫责
任清单，构建了市级主体责任、行业

部门落实责任、乡村工作责任、驻村
帮扶责任、严格问责责任“五大责
任”体系，形成了凝神聚力、齐抓共
管的攻坚态势。

5年来，永城市委、市政府坚持
每月至少一次召开市委常委会议、政
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定期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先后召开市委全
会、市委常委会、书记专题会、政府
常务会、脱贫攻坚推进会等各类会议
150余次。

5年来，永城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率先垂范，深入各乡镇暗访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并就暗访调研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现场办公、现场解决。市委
书记李中华累计调研脱贫攻坚 100多
次，完成了对所有贫困村的遍访。

5年来，永城市委、市政府坚持
定期听取各行业部门工作落实情况汇
报，充分发挥 13个脱贫攻坚专项硬
仗指挥部的牵头抓总和组织推动作
用，提高脱贫攻坚工作规范化、标准
化、制度化水平。

5年来，镇、村干部全面了解掌
握乡村的基本情况和项目实施、遍访
贫困群众情况。

5年来，全市共选派驻村第一书
记 78名，驻村工作队 78个，选派帮
扶责任人 5493 人，实现贫困村驻村
工作队全覆盖、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全
覆盖。

5年来，永城市以严格的追责问责
机制倒逼脱贫攻坚责任落实，以铁的
纪律保证脱贫攻坚各项任务的落实，
以精准监督保驾护航精准脱贫。

倾情书写脱贫攻坚时代答卷
——永城市“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工作综述

文/图 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十三五”时期，是永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放眼“十三五”，在永城大地，一个个贫困村实现华丽蜕变，一
个个民生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5年来的脱贫战果，自豪地书写在永城2020平方公里的大地
上——

5年间，78个贫困村早在2016年年底全部退出；建档立卡贫
困户19179户47343人，于2019年年底全部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
由2014年的3.1%下降到2019年的0。

5年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0475元增加到16192元，年
均增速10.92%，高于全省平均增速；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由2.75万
元增加到12.8万元，5年间增长4倍多。

2016年—2020年，脱贫攻坚在永城的发展征程上绘就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

2015年以来永城市省级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核等次连续五
年为“A”级；2016年—2017年，永城市脱贫攻坚工作在省级考核
中连续两年获得“好”的等次。2018—2020年，永城市脱贫攻坚工
作代表商丘市省级考核连续三年获得“好”的等次。2018 年—
2020年，永城市结对帮扶虞城县工作连续三年获得“好”的等次。

5年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一直以来，永城市委、市政府坚

持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
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
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的利益当
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
标准，彰显了深厚的为民情怀。

——聚焦弱势群体，实施“党晖温
暖”十大帮扶行动。2018年 3月，永城
市启动了农村精准脱贫、城市解困
（下岗职工）、大学圆梦携手、孤儿呵
护牵手、大病救治助力等“党晖温暖”
十大帮扶行动。截至目前，累计投入
1.3 亿元救助困难群众 76.8 万人次，
有效防止了贫困户返贫和边缘户致
贫。

——瞄准精神病患者，探索集中
托养“永城实践”。对全市 3156名精
神病人落实管护措施，集中救治了75
名建档立卡重度精神病贫困患者，着
力打造贴心、爱心、放心“三心”精
神家园，找到了一条既体现党恩关
怀，又助力脱贫攻坚、护航社会稳定
的县域社会治理新路子。

——实施“四大革命”，统筹脱
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衔接。保洁革命
已在乡镇规划建设标准化环保型垃圾
中转站 36个，在各村庄建设密闭式垃
圾集中收集点，全面形成清扫收集转
运处理良性运行机制。厕所革命共完
成改厕24.84万户，其中三格化粪池式
19.71万户，实现常住户无害化卫生厕
所全覆盖，建立了常态化的运行维护

机制。道路革命完成通村、通组、通
户硬化道路 3625 公里，基本实现庄
庄通、户户通全覆盖。乡风革命以

“零彩礼集体婚礼”“敬老尚俭工程”
“六评一创”为重要抓手，推动形成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补齐“短板”，开辟“党建
促脱贫”新路径。持续实施农村党员

“先锋贷”工程，为农村党员提供 20
万元的免担保、无抵押、低息贷款，
支持农村党员创业，带动群众脱贫，
目前已有 1976 名农村党员通过审核
获得 2.5亿元贷款资金；建设标准化
村级党群服务中心 733个，覆盖全市
96%的村党组织，78个贫困村全部建
有开放式、高标准的党群服务中心。
投入 1300 万元，实施“党建大喇

叭”工程，构建了覆盖全域的市乡村
三级党建广播平台。

——厚植“产业增收”路径，拓
宽贫困户“致富路”。围绕“一主多
辅”的脱贫产业发展布局，积极探索

“1333”“四统一”等利益联结机制，
精心扶持产业扶贫基地带贫增收，大
力发展电商扶贫，稳定光伏扶贫效
益，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构建“多
渠道”产业扶贫。

在全国上下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伟大时刻，永城 163万人民在永城市
委、市政府的带领下，正向着美好小康
生活铿锵奋进，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也
不能少的承诺正在变成丰硕的脱贫攻
坚成果，实现所有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日子越过越好。

黄沙百战穿金甲 统筹组织各方力量，汇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5年来，不负光阴，只争朝夕。
回望走过的路，才知道脱贫攻坚

的伟大意义，才知道打赢脱贫攻坚战
有多么艰难。

5年来，全市共建设标准化村级
党群服务中心 733个，覆盖全市 96%
的村党组织，78个贫困村全部建有开
放式、高标准的党群服务中心；建强
基层党支部，县处级领导干部“包乡
联村抓支部”，指导整顿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配齐配强了包括 78个贫困
村在内的各村党支部书记。

5年来，共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5.95亿元，2020年安排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1.19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5年来，累计派出 284 个驻村工
作队、864名驻村干部开展驻村帮扶
工作，帮扶单位累计投入资金 2564
万元，帮扶单位协调资金 1.66亿元，

培育致富项目 135 个、支柱产业 93
个，创办合作社 126家。修路 529.68
公里，安装路灯 7797 盏，修桥 261
座，打井261眼。

5年来，通过“百企帮百村”活
动，共投入资金 1332 万元，实施帮
扶项目 120个，受助人数 927人；产
业帮扶 21.58 万元，受助人数 182
人；就业帮扶 1033.72万元，受助人
数 264 人；公益帮扶 213.1 万元，受

助人数 911 人；技能帮扶 63.6 万元，
受助人数203人。

5年来，累计培训扶贫干部 20532
人次，提升人才引领脱贫攻坚的实效；
成立“农业科技110”专家服务团，举办
各类种植、养殖培训班，参训群众5000
余人次；累计引进 300多名硕士研究
生，其中 50多名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为全市人才扶贫队伍建设和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闯关夺隘拓新局 打好“四场硬仗”，全面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

5年来，夙夜在公，风雨兼程。
黄口镇“1333”扶贫大棚曹楼基

地股东分红大会上 2000 元的管理股
分红，让脱贫户曹庆安高兴得合不拢
嘴；永城市鑫能刘河 80兆瓦农光互
补项目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让村
民们吃上了“阳光饭”……

一座座扶贫产业基地如雨后春笋
在各个乡村拔地而起；一个个就业机
会，让贫困群众拔掉了“穷根”，一
个个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如今的明星
村、示范村，这场脱贫攻坚战，犹如
一股浩荡的东风吹拂着豫东大地。

——打好产业扶贫硬仗。做强了
富硒强筋带贫主导产业，培育乡村优
势特色产业，建成水产养殖基地 1.7

万亩、蔬果生产基地 7万多亩，培育
富硒、富锌小麦种植基地 10万亩。5
年来，财政投入扶贫资金 1.06亿元，
谋划实施产业项目 32个，带贫 18527
人次，实现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壮大农村产业经济，整合资金1.05亿
元，为各行政村平均投入 15万元发
展集体经济，培育农村经济组织，成
立农民合作社 1755 家、家庭农场
1097家。

——打好就业扶贫硬仗。5 年
来，先后举办“春风行动”、“就业援
助月”、就业扶贫“百日攻坚行动”
等帮扶活动，整合部门资源，搭建就
业平台，因人设岗，累计转移贫困劳
动力 11554人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提供 3556 个公益性岗位，人均年收
益3600元以上。

——打好金融扶贫硬仗。5 年
来，永城市充分发挥金融助力脱贫攻
坚的支撑作用，为贫困群众增收脱
贫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在
三级金融服务体系上，成立县级金
融服务中心、 29 个乡级金融服务
站、727个村级金融服务部，实现金
融服务全覆盖；在信用评价体系建
设上，实行整村推进和入户采集等
方式，完成了所有贫困户的评级授
信工作；在风险防控体系上，设立
1000 万元风险补偿金；在产业支撑
体系上，利用“扶贫贷款+自主创
业”等模式，带动贫困户融入产业

增值链条。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6.12
亿元，累计户贷率38.35%。

——打好消费扶贫硬仗。永城市
把消费扶贫工作作为应对疫情影响、
巩固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量的重要
举措，出台政策，打通在消费、流
通、生产等各环节制约消费扶贫的痛
点、难点和堵点，拓宽扶贫产品销售
渠道。审定 91个消费扶贫产品，申
报供应商 50个，通过千企销售“五
进”行动、财政预算单位食堂采购、
消费扶贫献爱心行动、电商直播带货
等累计销售扶贫产品1.75亿元，通过
河南农购网以及线下的消费扶贫展，
直接带动 1600 余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200余元。

遍看永城春潮暖 开展“七大行动”，确保扶贫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5年来，百折不回，满园春色。
摆脱绝对贫困的标志，是稳定实

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永城坚持靶向发力，一场聚力攻

坚脱贫突出问题的“七大行动”歼灭战
打响了。不断跳动的数字、持续刷新的
排名，见证永城步伐，越来越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展现生活变迁……

——教育扶贫行动。全面落实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保障和资助政
策，确保不让一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因贫失学。5年来，全市各级各
类学校受助贫困家庭学生 2.2 万人
次，资助资金 1.06 亿元，“雨露计
划”累计资助685人次98.65万元。

——健康扶贫行动。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率 100%，全市 78个脱贫
村标准化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
率 100%，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稳
定在 90%以上，基本实现大病不出
市，小病不出乡。

——危房清零行动。对全市 5万
余户四类重点对象户进行住房安全评
定，并出具报告，为 1887 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改造了危房。拆除破旧房屋
32258户、113175间，拆除残垣断壁
9371处，实现了危旧房清零。

——饮水安全行动。全市累计投
入农村饮水工程资金 1.2亿元，受益
人口29.8万人。其中，为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户免费安装了自来水，累计安
装4300余户。

——扶贫助残行动。率先实施残
疾人办证全免费，累计办理 3724
人。对 6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残疾
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在 15个
乡镇建立贫困户二级以上残疾人集中
托养中心，集中救治 75名建档立卡
重度残疾人。

——兜底保障行动。5年来，累
计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65090 人次，
社会化发放兜底救助金1.02亿元；农
村低保补助水平月人均由 132元提高
到 2020 年的 178 元，年均增速 7%；
分散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 3000 元提

高到 2020 年的 5620 元，年均增速
17.4%；救助建档立卡贫困户 100 人
次，救助金额9万元。

——扶贫扶志行动。推进孝善敬
老活动，累计发放贫困户孝善基金
1016.22万元，受益老人1万余人次；积
极推进有线电视进村入户工程和农家
书屋工程，开展送戏、送电影下乡，输
送健康精神食粮；对贫困劳动力给予
政策和技能技术培训，完成从“输血
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的转变；持续
开展脱贫致富奔小康“三星级脱贫光
荣户”创建评选活动，截至目前，全市
共评选出“星级脱贫光荣户”4985户，
发放奖励资金1176.54万元。

云帆高悬展宏图云帆高悬展宏图 巩固脱贫成果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衔接乡村振兴，，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苗桥镇文化广场。

▶ 脱 贫
户陈鹏展示
他服装加工
厂的衣服。

◀脱贫户沈
留增正在进
行电商直播。

▲全国
文明村陆楼
村环境美如
画。

编辑 陈丽芳

66
2021年6月11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