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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贫困户收入从少到多 生活水平由低到高

化隆干群携手共创幸福生活
□时报记者 李晓娟 通讯员 李玉峰 摄影报道
自精准扶贫各项政策在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
落地以来，
落地以来
，
这个
“一高二聚三多四低
一高二聚三多四低”
”
、
属于国家和六
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开始
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2018 年 ，化隆县实现县域生产总值 48
48..5 亿元
亿元，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509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9801 元，贫困发生率也从 2017 年的 6.6%降至
3%，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基础保障
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基础保障、
、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
、内
生动力明显增强。
生动力明显增强
。如此显著的脱贫成效
如此显著的脱贫成效，
，是化隆县
从上到下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证明，
从上到下扎实开展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力证明
，更是
全县人民走上幸福生活康庄大道的开端。
全县人民走上幸福生活康庄大道的开端
。

山清水秀的美景

多领域脱贫成效凸显
重点项目加快脱贫节奏

化隆县辖 17 个乡镇 362 个行政村 30.7 万人，是一个
以回族为主，汉、藏、撒拉、土等 15 个民族聚居的回族自
在产业扶持方面，投资 2.006 亿
作，为化隆县脱贫攻坚交上了一份
治县, 其中农业人口 24.52 万人，占总人口的 79.8%。县
元实施光伏扶贫项目，
已于
2018
年
令全县人民满意的答卷。
内自然条件严酷，十年九旱，县域经济发展较滞后，贫困
12
月
28
日完成并网发电，
截至目前，
今年，化隆县累计投资各级补
面大、程度深是基本县情。
已累计上网电量
2300
万度。投资
短板项目资金达
11198.9 万元。安
面对如此复杂的现状，
化隆县从教育、
基础设施、
易地
21800
万元，
在
218
个非贫困村实施
全用水方面投资
2116.25
万元，对 6
搬迁等多方面着手，从最弱处下手，让全县的基础建设提
了集体经济项目，其中 2018 年项目
个深度贫困乡镇 38 个村实施人畜饮
升了一个档次。截至目前，全县贫困村已经基本实现“两
已 全 部 实 施 完 成 。 2019 年 投 资
水补短板项目，目前项目已全部完
不愁，三保障”，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每村投资 60 万元实施村
工。交通道路方面投资 2148.75 万
98.48%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参保率达 98.7%。此外， 13080 万元，
集体经济项目，
目前 218 个非贫困村
元，对 6 个深度贫困乡镇 49 个村实
今年化隆县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对象”危旧房改
村集体经济项目已全部通过县级评
施村级道路改善项目，改善路面里
造项目任务 504 户，
其中建档立卡户 342 户，
目前 90%农户
审，
并下达批复，
各乡镇正在实施中。 程 74.29 公里。投资 1301.4 万元对
危旧房改造已完工，
剩余农户预计 10 月底能全部完工。
集体经济从无到有，光伏产业
全县 31 个村实施了水毁道路补短板
今年化隆县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 9.9 万人次，其中建
项目，
修建里程 43.48 公里。
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 361 人，实施未就业建档立卡贫 “加码”脱贫攻坚，在这一过程中，化
隆县立足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在就
加大对农村党员活动室的投资
困劳动力短期技能培训 615 人。实施雨露计划，共培训
业、健康、教育等方面扎实开展工
力度，
共计投资270万元，
对昂思多镇
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250 人。为 144 个贫困村各开发了一
个精准扶贫公益性岗位，聘用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他们带去相应的收入。
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民政救助”等医疗
保险体系，全县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贫困人
口大病保险实现全覆盖，贫困家庭病人住院报销个人自
付比例不超过 10%。基本医疗、大病保险、民政救助“一
站式”结算已于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在各定点公立医
院住院出院后可以直接
“一站式”
结算。
教育扶贫政策落实方面，全面落实各类补助性资金
4821.2 万 元 。 落 实 学 前 、中 职 、高 中 贫 困 学 生 助 学 金
423.48 万元，为 1403 名家庭贫困的应、历届大学生办理了
便利的交通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款金额达 780.7 万元。对 321 名
两后生、贫困大学生进行了学历教育补助 161.7 万元。
“学
子圆梦”企业家捐资助学活动捐助 163.02 万元，圆了 360
名贫困学生的大学梦。
为了更好地支持全县贫困户发展产业，2019 年化隆
2019 年化隆县争取无锡市锡山
盖，
落实结对帮扶资金114万元。
县全县共计发放“530”小额贷款 48 笔 172 万元，资金支持
区对口帮扶资金 5436.5 万元。投资
积极与锡山区对接，2018 年投
不仅“贷”动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还为他们今后的产业
1019 万元，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计
入东西部协作项目资金 1155 万元，
发展提供了援助。
划内项目 8 项，其中，投资 80 万元对
用于阿什努乡若兰村等 37 个深度贫
扎巴镇南滩村、群科镇雪什藏村实
困村卫生室建设和塔加乡塔二村等
施贫困村集体经济项目；投资 40 万
26 个村卫生室改扩建，目前已完工
元实施农业人才交流和农产品开发
总工程量的 92%，10 月底全部完工
项目；投资 3000 万元实施贫困村基
投入使用。2019 年，投入东西部协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项目； 作项目资金 1297.5 万元，
对全县 103
投资 1297.5 万元实施全县非贫困村
个非贫困村卫生室进行新建和维
卫生室的新建、
维修等。
修 ，目 前 该 项 目 已 完 工 总 工 程 量
与锡山区积极开展
“携手奔小康” 90%，
预计 10 月初全面完工。
活动，
锡山区的安镇街道等 7 个乡镇
此外，化隆县还根据本地区多
分别与化隆县的群科镇等 7 个乡镇、 民族聚居的特点，结合全县宗教界
锡山区安镇先锋村等7村分别与化隆
开展的《争做新化隆人、助力脱贫攻
县群科镇舍仁村等7村签署了结对帮
坚》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组织拉面人学习相关政策
扶协议，
深度贫困乡镇结对实现全覆
值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把大道

德加村、
德恒隆乡列村等 4 个村党员
活动室进行新建，
对全县14个村党员
活动室进行维修，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
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项目完
工后，
化隆县将实现全县 362 个行政
村中贫困村有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非
贫困村有党员活动室的目标。
为了让贫困群众住得安心、
舒心、
放心，
涉及贫困户的水电路等各个方面
有充分的保证，
今年，
化隆县对阿什努
乡阿一村、
德恒隆乡德一村等4个乡镇
14个村3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了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
搬迁安置 38 户 179
人，
全部为建档立卡搬迁户，
截至目前
已完成入住38户，
入住率达100%。

特色养殖业

扶贫协作激活“造血”动能
理具体化为村规民约、乡风民俗，制
定各类文件，全力推动移风易俗，切
实减轻各类认清消费负担。通过文
化下乡等公益性活动，把正能量传
播开来，树立起“贫困不光荣、脱贫
靠双手”等思想观念，使贫困群众抛
弃“等靠要”的惰性和依赖思想，进
一步提升了贫困群众自主脱贫的能
力。
从
“一高二聚三多四低”
的扶贫开
发重点县到如今山清水秀、
宜居宜业
的山水化隆，
化隆县打响了脱贫攻坚
战役最响亮的一仗，
也为化隆历史添
上了脱贫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集体
经济从无到有，
贫困户收入从少到多，
生活水平由低至高，
化隆县人民用实
干开启了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