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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纪实⑧淮南高新区篇

“攻坚之战”敲开幸福之门
本报特约记者 柏 松

从“两不愁三保障”，到安全饮水全面覆盖，淮南高新区下足
“绣花”功夫，补齐短板弱项；

从攻山头、拔穷根，到谋长远、再发力，淮南高新区倾全体之
力、尽锐出战，做好精准文章；

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攻克“贫困堡垒”，淮南高新区上下同
欲、扎实苦干，以坚定的信念奏响一首决战脱贫的奋进曲！

2016 年以来 ，淮南高新区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全面抓好责任、政策、工作“三落
实”，扎实开展“四季攻势”，如今，淮南高新区的所有贫困户已全
部脱贫，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
性胜利！

高标准谋划，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脱贫提质、发展提效、民生提速、信心提振……成绩的

背后是淮南高新区干部群众勠力同心、苦干实干的结果。
平坦整洁的水泥路、 美观大方的新农宅……初春的淮南高

新区三和镇，处处呈现出一派村美、民富的喜人景象。
三和镇共有 13 个行政村， 其中 11 个行政村有扶贫开发任

务。2014 年底， 建档立卡贫困户 374 户 691 人 , 贫困发生率近
2%。 相比于其他县区， 淮南高新区的扶贫任务似乎并不重，但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当地贫困群
众增收致富的短板弱项。淮南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坚持把脱贫
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程， 摆在全局工作重中之
重。

“哪里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哪里就有生动的脱贫实践 ;不放
松、不停顿、不懈怠，层层抓好落实，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淮南高
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群的话语掷地有声。

通过深入实施 《淮南高新区脱贫攻坚责任清单实施细则》，
淮南高新区建立并落实了党政同责、分级负责、各方协同，工作
到村、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构建责任清
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全区上下形成了“主要负责
同志有足够精力抓扶贫，分管负责同志主要精力抓扶贫”的工作
模式，凝聚了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责任的不断压实，带来的是攻坚力度愈发强劲，也带来了淮
南高新区面貌的巨大变化！

“自打我搬家以来，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感觉这新房子住
得就是舒服，宽敞、干净、暖和，比以前村里的小土房强多了。”4
月 3 日，舜耕村 85 岁的脱贫户叶树材坐在他香樟园安置房的阳
台上哼着小曲、晒着太阳。

叶树材以前住在村里的自盖房里，虽说房子稳当，但面积狭
小，周围环境较差，出行也不方便。得益于新区征迁安置，如今，
叶树材搬进了香樟苑社区 80 平方米的安置新居。 房子宽敞明
亮，小区环境整洁，设施一应俱全，物业管理有序，叶老每天来到
小区中央的休闲广场上散步，心里格外开心，他逢人就说“真是
没想到，老了还能够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叶老的乔迁之喜， 不少拆迁安置的贫困户亦有同感。2009

年至 2018 年，淮南高新区在三和镇范围内兴建了银杏苑、香樟
苑、玉兰苑、玫瑰苑等 9 处农民新村安置点，建筑面积 140 万平
方米。到 2019 年底，舜耕、洞山、土楼、横塘、大郢、四店村一共有
84 户 197 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得到安置，和叶树材老人一样，他们
都称心如意地住上了自己挑选的农民新村安置房。

征迁安置， 让居住在规划区范围内的一大批贫困户彻底告
别了过去低矮、破旧的危房，甩掉了从前老村庄的“脏”、“乱”、
“差”，从根本上改善了居住环境。

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2016 年以来累计实现减贫 441 人， 全区所有贫困人口如期实现
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4 年的近 2%下降至 0%！

多举措攻坚，脱贫步伐铿锵有力
———脱贫攻坚号角吹响以来， 淮南高新区坚定不移扛起脱

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尽
锐出战，合力猛攻，持续向贫困堡垒发起冲刺，脱贫攻坚节节取
胜。

“现在的水很清、有点甜，熬鸡汤、鱼汤特别鲜美。”每次帮扶
责任人庞良辰去看望刘传新的时候，91 岁的刘传新每次都忍不
住聊起她吃水的历史。

刘传新是三和镇徐马村五保户，虽然生活能够自理，但多年
来吃水问题一直是一块心病。“原先吃大井里的水， 遇到大雨天
气，污水流到井里很不卫生，后来用压水井、电机井抽水，水有点
苦，泥沙还多，我身体又不方便，来回往家拎水也拎不动。”自从
2019 年底，他家通了自来水后，刘传新脸上的笑意变多了，感觉
日子也更有盼头了。

每年对辖区内各村部分贫困户家中水井进行水质抽样检
测，加强对三和镇内西瓦、横塘、徐洼、四店四处乡镇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的保护，对水源地周边定期开展巡查，委托专业机构定期
进行水质监测，确保村民饮水安全。目前，淮南高新区依托农村
供水保障工程项目，农村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已全部解决。

几年来，淮南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不折不扣落实《高新区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各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
逐年递增，累计投入 3522.35 万元，实施扶贫项目 26 个。“十大工
程”各项政策落地落细，有扶贫开发任务的行政村全部实现了村
民组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实行“先诊疗、后付费”
和一站式结算， 各村全部通宽带， 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全部消
除，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全面改善。

贫困户脱贫致富奔小康， 关键还是要提升贫困户 “自身造
血”能力。今年 71 岁的隗礼应是徐马村贫困户之一，由于爱人因
病经常住院，加上孩子又残疾，一家人只能靠他边种田边照顾家
庭，生活十分艰辛，存在返贫风险。

徐马村村支两委在了解情况后，根据隗礼应实际条件，2019
年为他“量身定制”一条发展种植无花果的精品扶贫计划，当年
种植当年即可收益，年收益可达 1 万余元。于是，在帮扶责任人
尹训雷的牵线下，2019 年 12 月 17 日，安徽福淮矿山科技有限公
司与贫困户隗礼应结对帮扶，为贫困户隗礼应捐赠了 5000 元现
金，作为产业无花果精品扶贫计划的启动资金，帮助解决贫困户
的生活问题。

2020 年 4 月份， 徐马村村干部联系浙江的无花果种植大户
购买无花果苗 600 棵，种植 1.3 亩，现无花果苗长势良好，村里定

期联系专业指导人员进行指导，确保隗礼应稳定脱贫。
为引导和扶持特色种养贫困户， 淮南高新区不定期走访贫

困户，积极宣传相关帮扶政策，主动帮扶贫困户申请产业补助资
金，提升贫困户“自我造血”能力；帮扶责任人通过日常走访贫困
户，了解生活困难，结合个人发展意愿，积极联系企业或社会组
织进行结对帮扶，帮助贫困户解决实际难题。

几年来， 淮南高新区贫困群众人均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
“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得到全部实现，广大农村地区和贫
困群众不断获得实惠 ， 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4 年的
1259.84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1133.46 元，增幅 783.72%。

全方位精准，攻坚一线群情激扬
———淮南高新区深入推进《关于精准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决定》，紧紧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坚持“一手抓高质
量脱贫，一手抓防范返贫致贫”，各部门形成攻坚合力，群众更有
保障。

在 2019 年一次走访中，淮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李群发现个
别 2015 年后脱贫的贫困户，因为年龄较大，腿脚不便，一直未去
办理慢性病证，吃药负担较重。

问题虽小，但淮南高新区贫困群众年龄偏大，贫困鳏寡孤独
人员出行难、就医难和心理健康等问题却不容忽视。在多方合力
下，2020 年，淮南高新区三和镇启动了“医路相伴”志愿服务项
目，全力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淮南高新区以乡村医生、扶贫专干、扶贫工作队队员、帮扶
责任人为主体，为贫困户分别从相伴就医、健康维护、生活照料、
精神慰藉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截至目前，“医路相伴”志愿服务
项目累计陪伴老人就医 21 人次， 开展生活照料等其他服务 40
余人次，乡村医生上门随访 1020 次，健康体检 255 人。

淮南高新区以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和“四季攻势”为抓
手，促进各项政策和重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累计资助建档立
卡家庭在校生 656 人次 90.29 万元； 累计为 58 户 114 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支出低保金约 235 万元；为 63 户特困供养人员支出救
助金约 191 万元；为 73 人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约 34 万元；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购买新农合实现全覆盖。

父母先后去世，孟格格和弟弟跟着年迈的爷爷一起生活，村
里为其办理了孤儿供养金，一家人艰难度日。姐弟上学的路途遥
远，还要面对高额的学费，其居住条件更是破败不堪……弟弟一
度不愿上学，不愿离开爷爷身边。

既要“两不愁三保障”，更要“扶智”，让姐弟完成学业，长大
成人，顺利融入社会。王圩村党支部及帮扶责任人因户施策，开
展精准帮扶，在帮扶人和镇村干部及学校老师的共同关心帮助
下，2019 年， 姐姐孟格格顺利考入大专院校， 弟弟也在继续读
书。

几年来，淮南高新区编制了“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逐
户细化帮扶计划，制定针对性帮扶任务、标准、措施和时间节点。
组织全区“十大工程”牵头负责同志、乡镇负责同志、村书记、扶
贫工作队、扶贫专干和帮扶责任人进行全覆盖培训，通过专题培
训和轮训相结合的方式，提升干部业务素养。

以每月 10 日党员活动日为契机，淮南高新区组织开展全区
123 名帮扶责任人走访，了解贫困户生产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使脱贫攻坚工作深入贫困户心中。通过各项

产业、就业、教育、医疗等政策的扎实落地，淮南高新区贫困人口
在帮扶下，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实行产业扶贫，脱贫户吃上“定心丸”
———产业挑大梁，为贫困户打造了“聚宝盆”，栽下了“摇钱

树”。真金白银的获得感，真真切切的幸福感，让奋力改变贫困面
貌的贫困群众，日子越过越有滋味，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 淮南高新区享受到扶贫产业发展 “红
利”的贫困群众不在少数。

2017 年， 大郢村在产业扶贫的政策帮扶下， 建立大郢生态
园，流转土地 130 亩，为贫困户种植豆角、黄瓜、西红柿等瓜果蔬
菜提供大棚及技术支持、帮助销售。

2020 年 6 月，产业园里的“劳动模范夫妻”吴全都夫妇正准
备迎接新一季的丰收时，暴雨天气来袭，刚采摘完的西瓜找不到
销售渠道，眼看就要烂在地里了，急得两口子在家抹眼泪。

淮南高新区扶贫办会同区工会连夜与管委会各单位、 三和
镇等部门和企业进行沟通，采取“一帮一”、“以买代帮”的帮扶形
式，帮助贫困户吴全都解决因暴雨天气西瓜滞销的难题。先后进
行了 3 次消费扶贫，共销售西瓜 3000 余斤，解决了他们的燃眉
之急，也增强了他们做大扶贫产业的信心。

脱贫攻坚，重数量更重质量。为了交出高质量脱贫的答卷，
淮南高新区进一步强化持续帮扶，夯实稳定脱贫基础，全力推动
脱贫攻坚从“打赢”向“打好”转变。

2020 年， 淮南高新区落实 《淮南高新区种养业扶贫支持办
法》，产业扶贫覆盖带动贫困户 58 户，累计发放奖补资金14.215
万元。并对贫困户、村支两委等 109 人进行 “潘集酥瓜、山南草
莓、大通蘑菇、淮建西红柿”等相关产业的培训，提升农技水平。

在大郢村，45 岁贫困户杨会红就在家门口的安徽灰熊视创
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做到上班挣钱和照顾家庭两不误。

2019 年 12 月份，灰熊视创科技落户高新产业园，杨会红作
为贫困户第一批进了公司。到公司后，她十分珍惜就业岗位，每
天一大早骑车来产业园，从事车间流水线作业，每个月的工资在
3000 元左右，虽然薪酬不高，但活不是很累，离家近，上下班有规
律，下班回家后还能够照顾年迈的母亲和上学的一双儿女，她感
到非常安心和由衷地满足。

随着淮南高新区的开发建设，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
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问题，为失地农民尤其是贫困户
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引起了淮南高新区管委会领导的高度
重视，淮南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审时度势，研究对策，调整思
路。通过加强与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项目单位的用工合作，对
有劳动能力但无技术的贫困人口进行免费培训， 推荐贫困户
上岗就业，先后安排了 102 人次贫困户到安徽理工大、高铁南
站、中石化、维尔环卫保洁、东华物业、园林绿化工程公司等单
位从事食堂管理员、铁路巡道员、加油员、园艺师、保安、保洁工
作。

大量企事业单位的入驻， 为淮南高新区提供了数以万计的
就业岗位，极大地改变了就业环境，激发了贫困劳动力脱贫致富
的热情，让更多的贫困户脱贫有门，致富有路。

如今的淮南高新区， 群众的笑容随处可见， 城乡处处皆风
景。 脱贫攻坚战胜利收官， 淮南高新区正着力乡村振兴的无缝
对接， 开启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