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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乡村振兴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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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脱贫攻坚答卷永城脱贫攻坚答卷

“这次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出席为脱贫攻坚英雄颁
奖，并做出重要讲话，可以说意义非
凡。我作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之
一，代表永城市所有扶贫干部和群众出
席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非常自豪和
激动，也深感光荣。”2月25日，在北京
参加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的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永城市扶贫办主任刘玉
敏说。

近年来，永城市委、市政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把脱贫攻坚工作当成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尽锐出战、合力攻坚，
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和毅力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交出一张优
异的时代答卷。

“危桥终于修通了，出门不用绕路
了，感谢党的好政策！”对于脱贫村十八
里镇陈楼村的村民来说，2020年最高兴
的事就是多年失修的危桥陈楼桥终于重
修通车了。

曾经的陈楼村，是十里八村出了名
的脏乱差。如今，白墙黛瓦，道路通
达，处处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气息。特别
是危桥和道路修好后，群众发展产业的
信心更足了。

陈楼村只是永城市诸多脱贫村的一
个典型。永城是非贫困县，新一轮建档
立卡之初，有78个贫困村。

五年来，永城市 78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19179户 47343人全部脱贫，实现了
现行标准下贫困村全出列、贫困人口全
脱贫的目标任务，贫困发生率由 2014年
的 3.1%下降到 2019年的 0。截至 2020年
12月，永城市享受政策的建档立卡脱贫
户还有4012户9769人。

五年来，永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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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资金98.65万元；贫困人口县域内就
诊率2018年、2019年均达到100%。

五年来，永城市共投入扶贫资金
5.95亿元，实施农村道路建设 223公里，
对78个脱贫村进行了整村推进。

五年来，永城市共完成危房改造
9549 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887
户；累计投入农村安全饮水工程资金1.2
亿元，受益人口 29.8万人，为贫困户免
费安装了自来水，实现了“三保障”。

五年来，永城市为 78个脱贫村建设
了文化广场、标准卫生室，为 6400余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安装了有线电视，
完成了脱贫村农网改造、脱贫村“村村
通”宽带工程。

五年来，永城市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10475元增加到15880元，年均增速
1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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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之间增长4倍多。

五年来，永城市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6.13 亿元，累计支持贫困户贷款 2229
户，支持带贫企业 18家，有力带动永城
市贫困户实现增收。

五年来，永城市脱贫攻坚在上级考
核中均获得“好”的等次，其中 2016年
和 2017年在省级考核中连续获得“好”
的等次，2018年和 2019年代表商丘市在
省级考核中连续获得“好”的等次，省
扶贫资金绩效考核等次连续四年为“A
级”，永城市结对帮扶虞城县工作连续两
年获得“好”的等次。

“您不仅帮助我办理助学贷
款，圆了我的大学梦，

更重要的是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
励。您说，孩子放心上学吧，我们扶贫
工作队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您如慈父
般对我千叮咛万嘱咐，给予我人生路上
的指引。”这是李寨镇苏楼村脱贫户苏彭
飞写给市市场监管局驻该村扶贫第一书
记袁山水的感谢信中的一段话。

自驻村以来，袁山水积极为贫困学
子申请教育扶贫资金，不让一个孩子因
家庭贫困而中断学业。如今，苏楼村已
有 8名贫困学子圆了大学梦，没有一人
因贫辍学。

这是永城市为贫困群众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的一个缩影。

五年来，永城市开展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危房清零、饮水安全、扶贫助
残、兜底保障、扶贫扶志“七大行动”，
确保扶贫政策落实落细落地。

五年来，永城市贫困人口家庭医生
签约率实现100%，78个脱贫村标准化卫
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率实现 100%；
拆除破旧房屋 32258 户、113175 间，拆
除残垣断壁 9371处；实施残疾人办证全
免费，累计办理 372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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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孝善敬老活
动，发放贫困户孝善基金 1100余万元，
受益老人 10000余人次；永城市共评选
出“星级脱贫光荣户”4985户，发放奖
励资金1176.54万元。

“党和政府帮了咱，咱就得下劲干，
干出点儿名堂来。现在，我一年能赚 20
多万元。”说这话的，是酂阳镇翟楼村的
一位古稀老人、脱贫户翟登棵。

曾
经 一 贫
如 洗 的
翟登棵，用不到 5 年时
间，从 3 只“扶贫羊”起
家，到现在已陆续出栏 200多
只羊，并且扩大养殖规模、增
加养殖种类，养殖了肉牛、梅花
鹿，现存栏30只羊、6头牛、30头
梅花鹿。

从贫困户到脱贫户，再到走上小康
路，翟登棵的经历也折射出永城市从

“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全面
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的脱贫攻坚路。

五年来，永城市坚决打好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消费扶贫

“四场硬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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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1.05亿元，为各行政村平均投入 15万元
发展集体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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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6.12亿元，累
计户贷率 38.35%；分三批审定 91个消费
扶贫产品，申报供应商 5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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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攻坚这五年，永城汇聚了各方
力量，为交出质量高、成色足的脱贫攻
坚答卷奠定了基础。“脱贫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刘玉敏说，
今后，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继续发扬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真正
用党员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

“幸福指数”，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继续奋斗。

永城

脱贫攻坚非终点
乡村振兴新起点

文/本报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 图/何燕子

33 从“输血”扶贫到“造血”振兴

22 从温饱不足到丰衣足食

11 从“脏乱差”到“靓美新”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刘 丹） 2月27日，永城市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配送中心开始运营，为永城 1600余名环卫
工人配送爱心早餐。

“现在爱心早餐供应了，真是太好了，喝碗热汤，身上暖
了心里也暖了。”正在永城市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配送中心吃早
饭的环卫工人夏晨阳告诉记者，下早班后一般只有1个小时的
休息时间，离家近的可以回家，热下剩饭或者吃个馒头就匆
匆回来上班，有的人离家比较远，就自己带个馒头什么的，
随便对付一下，现在好了，政府出钱给提供免费早餐，下班
不用赶太急就能吃上一份热乎乎的早餐，还能节省时间更好
地工作了。

据了解，永城市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配送中心位于沱滨路
与中原路交叉口双拥桥下，于2020年5月开始筹备建设，面积
约 1100平方米。爱心早餐主要以馒头、包子、稀饭、咸汤等
食物为主，每天早晨6点40分开始配送，保证让清晨作业在一
线的环卫工人都能按时吃上一份营养早餐。由于永城市环卫
工人分布较广，爱心早餐在配送中心制作完成后，将由专门
的配送车辆配送到各个分发点。配送中心也设有餐厅区，附
近的环卫工人也可到配送中心直接用餐。

爱心早餐不仅仅是一碗粥、几个包子，更是传递了对环
卫工人的关爱。“一份热腾腾的早餐不仅体现了永城市委、市
政府对环卫事业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全社会对我们环卫工
人的关怀与尊重，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环卫工人的劳动热
情，我们也将以更加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建设美丽、洁净、
文明的永城。”永城市园林绿化环境卫生中心党组成员、副主
任曹长于表示。

永城

环卫工人爱心早餐
配送中心开始运营

本报讯（记者 袁国豪 通讯员 何燕子）春暖花开，万物
复苏，行走在永城市广袤的田野，嫩绿的麦苗自南向北陆续起
身、拔节。远远望去，犹如一张一望无际的绿毯，焕发出勃勃
生机。

在位于黄口镇的绿色高质高效集成栽培技术示范田内，高
级农艺师吕爱淑、魏玉洁一会儿用钢尺测量小麦株距，一会儿
拔起小麦查看苗情，并不时用笔记录；在演集镇小麦品种展示
田内，一辆大型农业机械驶过，化学除草一气呵成，在不远处
的院市共建项目小麦新品种试验区内，几名农技人员正在除
草；在双桥镇农业技术推广区域站肥料试验田内，农技师们正
在开展苗情调查……

眼下，永城市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人员分批深入各乡镇田间
地头，查苗情、查墒情、查病虫情，指导各乡镇及早动手开展
春季田间管理，为夺取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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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好丰产架子 开好田管“药方”

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营造深厚的节日氛围，2月26
日，农历正月十五，永城市图书馆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举办“闹元宵 猜灯谜”活动，通过猜灯谜文化活动迎接元
宵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 袁国豪 摄

初春，行走在永城市乡村道路
上，只见水泥路宽阔平坦，墙上的
宣传画新颖别致，家家户户院落
整齐，映入眼帘的是一幅乡村美
丽画卷。这一切，得益于永城市
近年来开展的“村庄清洁行动”。

近年来，永城市把“村庄清
洁行动”当作党政一把手工程，
以资源化利用为导向，以提升村
民素质为根本，以常态长效为目
标，坚持以“三清一改”为统领，
大力实施农村保洁、厕所、道路、
乡风“四大革命”，推进人居环境
提升、农业产业提升、农民收入
提升、社会治理提升“四大提
升”，扎实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着
力解决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
稳步推进“四园一场”建设，探索
建立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农村人
居环境显著提升，农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紧盯资源化利用抓清理

农业秸秆不仅能卖钱，而且
能发电。位于永城市十八里镇
的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不
仅回收农业秸秆，利用秸秆燃烧
的热能发电，而且能为食品等企
业提供生产所需的热量。

在“村庄清洁行动”实施过
程中，永城市坚持高标准、高质
量，扎实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资
源化利用，深化“垃圾清零”行
动，按照“村收集、乡转运、市处
理”模式，推动实现“扫干净、转
运走、处理好、保持住”，完善垃
圾清扫收集转运处理体系。目
前，全市共配备乡村保洁员 4389
名，在村组配建密闭式垃圾集中
收集点 6730个，在乡镇合理布局
统一建设标准化垃圾中转站 36
座，建有日处理 1200吨的永城市
协鑫垃圾焚烧发电厂、日处理
900吨的永城市长青生物质能发
电厂，实现了垃圾日产日清。

聚焦提升素质抓改习

在永城农村，群众已普遍形
成主动做好房前屋后、院落的环
境卫生和不乱倒、不乱扔、勤打
扫等爱护环境、保护家园的良好习惯。村民们不由地称赞：“环
境干净了，日子更美了，住在咱农村和住在城里一样好！”

永城市聚焦提升群众素质，持续提升文明乡风，以“零彩礼
集体婚礼”“敬老尚俭工程”“六评一创”等作为重要抓手，形成了
敬老尚俭、移风易俗主流价值引领新格局。

永城市结合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把村庄清洁行
动融入活动内容；在农村中小学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宣讲课，把清
洁意识通过“小手拉大手”渗入到各个家庭；市统一制作村庄清
洁行动宣传稿在全市各村党建大喇叭经常性播放，达到家喻户
晓；编制了《永城市农村垃圾治理指导手册》发放到村到组到户，
普及常识良法；在村庄中制作墙体画加强清洁行动宣传。

着眼常态长效建机制

演集镇韩寨村采用众筹模式半天筹款 16.955万元，高庄镇
后张村一次募捐会捐资17.25万元，芒山镇成立“三清一改”志愿
者队伍，卧龙镇成立清洁行动互助组……

为确保村庄清洁行动效果的长效化，永城市着眼建立常态
化长效机制，引导群众参与，强化典型带动，加强制度约束，多元
督导，为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提供根本保障。坚持开展春季、夏季
和秋冬季村庄清洁集中行动，成立志愿者队伍，表彰评选卫生
村、卫生户、垃圾分类能手等先进典型，形成人人讲卫生、户户争
先进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永城市将围绕“共建清洁家园，喜迎建党百年”主
题，积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因地制宜拓展提高“三清一改”标
准，着力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不断
健全长效机制，美化提升村容村貌，促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
提升，推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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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

演集镇扶贫草莓喜获丰收演集镇扶贫草莓喜获丰收。。

演集镇时装文化艺术村环境美如画

演集镇时装文化艺术村环境美如画。。

高庄镇花卉产业扶贫基地绽放高庄镇花卉产业扶贫基地绽放““致富花致富花”。”。

永城市乡村环境美永城市乡村环境美
如画如画。。 何燕子何燕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