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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周宁：：同心共谱发展曲同心共谱发展曲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周宁，牢牢把握上级重视支持、大力推进精准扶贫的重大历史机遇，坚持“输血”与“造血”、扶贫与扶智、自力

更生与借力发展相结合，着力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不断加快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据统计，近三年，全县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贫困人口人均增收3696元，贫困面正在逐年下降。

通过宁武高速公路走进周宁，只见钩
机忙着挥舞铁臂，渣土车来回有序穿梭，
压路机缓缓嘶吼开行，宽为三十米的高速
公路连接线拓改工程预计年底完工，纵三
线（周宁段）一期工程正加快推进，一片热
火朝天的建设场景跃入眼帘。

近年来，周宁县始终把项目工作放在
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从有利于社会互
动、资源配置、激发活力的角度出发，采取

“点、线、面”攻坚策略，因地制宜，凸显特
色，策划实施了综合物流园、阳光谷·月牙
湾综合开发、党校新校区、狮浦大道整体
改造、洋庄片区综合开发、云山小镇等一
批项目，城区布局不断优化，功能品味有
效提升，产城联动格局基本形成。同时，
该县积极引导各乡镇立足各自资源禀赋，
优化空间布局，着力打造风格独具、内涵
丰富、宜居宜业的特色乡镇、村。近三年，
该 县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年 均 增 长
30.2%，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1年的
7251元增长至2014年的10554元。

为切实保护耕地、少用林地，周宁县
大力推行“项目上山”，谷风文化创意园、
党校新校区、云山小镇、九鲤花苑等项目
都做足了山的文章，既节约集约用地，又
凸显了山区风情。同时，依托良好的生态
环境，积极推进 2个国家级、9个省级传统
村落保护与开发，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
闲农业，不断完善交通路网、污水处理、管
网下地等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和“乡愁”
名片逐步彰显。

在推进建设的同时，周宁县不断加大
城乡管理力度，开展“两违”“两乱”整治专
项行动，推进浦源和七步小城镇改革试
点，以及扶贫开发重点村、美丽乡村示范
点建设，辐射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近年来，周宁县立足生态气候、旅游
资源等优势，统筹推进现代农业、休闲旅
游、生态工业发展，促进产业融合，提升产
业效益，基本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
品”。

做优农业。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每年投入 1000多万元对农业示范社
和基地建设、科技创新、品牌创建等给予
资金补助，并设立规模 2000万元的小额
贴息贷款担保基金，投放 8000多万元涉
农贷款，保障生产发展资金需求。同时，
注重以上洋千亩高优农业示范园为引领，
与省农科院等合作，推进产学研一体发
展，打造高山生态农业培育基地、农村科
技人才培养基地、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青年创业孵化基地。

沐浴着惠农政策的“甘霖”，茶叶、毛
竹、油茶、锥栗、金银花等11个千亩示范基
地基本建成，全县现有茶叶、毛竹各 10万
亩，油茶、马铃薯、锥栗各 3万亩，金银花
3000亩，高山晚熟葡萄 2600亩，淡水养殖
2.1万亩，林下土鸡1万亩存栏近20万羽。

做强工业。周宁县按照“两园一走
廊”的工业发展格局，以发展现代新型工
业、培育支柱产业、打造优势产业集群为
重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目前，
振丰精密、裕翔铸业等 5个山海协作项目

落户李墩工业集中区，维鹰石雕、世勇精
密铸造投产；作为“产城联动”主攻方向的
虎岗工业园区持续推进，完成征地 450
亩、迁坟 1000余座，“三通一平”和标准厂
房加快建设；七步工业走廊祥全工贸、三
嘉钢铁等轧钢项目正常生产，年可新增产
值 28亿元。近三年，周宁县规上工业总
产 值 、增 加 值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6.6% 、
16.1%，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

做活旅游业。周宁县大力实施旅游
产业发展攻坚计划，九龙漈·鲤鱼溪、陈峭
分别成功创建国家 4A、3A景区。全面推
进 11个自驾游点建设，依托天蓝、水清、
山绿的良好生态和多彩的民俗文化、饮食
文化、历史文化，聚合“吃住行游购娱”六
大要素，丰富旅游活动内容，满足乡村游
的综合需求。当前，该县的云山小镇、玛
坑杉洋林公宫、礼门陈峭、纯池禾溪等 8
个自驾游点已基本具备接待能力，可接待
游客1000多人。

同时，周宁县还注重做好融合文章，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产业链条，
提高综合效益；把农业连片打造与农业观
光、农事体验有机结合起来，鼓励农民参
与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进一步拓宽
转移就业渠道，增强乡村人气商气，促进
农民增收致富。

走近礼门乡造福新村，一座座新建的小
洋房拔地而起，绿水穿村，绿柳成荫。在阳
光的照耀下，新居、古树、流水、行人，组成
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2012 年，礼门乡
为解决边远偏僻自然村群众搬迁安置问题，
启动实施集镇建设项目，将造福工程安置点
纳入集镇发展规划，把集中安置区建设成为
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新型农村
集镇。

礼门乡造福新村，只是该县扶贫搬迁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周宁县采取“整村搬迁、
集中安置”模式，把搬迁群众集中安置在交通
条件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就业增收渠道多、
生活环境好的中心村、集镇以及城郊结合
部。近三年，全县完成搬迁 1485户 6373人，
建成百户以上示范安置点 8 个，50 户以上 6
个，涌现出东山村、樟岗村、际溪村、溪口村、

礼门造福新村等一批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群
众安居的美丽乡村。

对于“造福工程”，周宁县还明确规定，所

有专项搬迁资金优先安排地质
灾害险情村造福工程搬迁，优
先配套，减免税费，确保群众

“搬得出”。结合新农村建设和
小城镇建设，把农村“造福工
程”项目作为改善边远贫困山
区和地质灾害点群众生产生活
条件的重要措施来抓。在确保

“搬出”后，该县还注重增强搬
迁群众的“造血”功能，安排好
搬迁群众的生产，帮助落实开
发项目，并根据各搬迁点的资
源特点，扶持搬迁群众调整农
业种养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拓

宽就业领域，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如今，在礼
门造福新村里，毛竹、锥栗、油茶、果蔬等绿色
产业已崭露头角。

作为全省 23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
一，周宁经济总量小，产业发展速度偏慢，市
场配置不够健全，社会事业欠账较多，推进扶
贫开发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为此，周宁县注重把催发内生动力与借助
外力发展相结合，加强与对口帮扶协作单位的
互动联系，从产业、项目、资金、人才交流、民生
事业等方面，不断拓宽帮扶协作领域。特别是
在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冬和省政协副主席
张燮飞等挂钩领导的支持帮助下，确定了30个
重点帮扶项目，当前，已争取各类扶贫挂钩帮
扶资金近4000万元；总投资60多亿元、装机容
量 120万千瓦的周宁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即将
动工建设；福州自贸区（仓山片区）“周宁生态
体验馆”将于12月25日建成投入使用，线上馆
已与国内知名电商“苏宁易购”洽谈成功，预计
12月中旬投入使用，届时将成为全省第一家县
级馆，通过线上与线下融合，把周宁的旅游产
品、高山云雾茶、农特产业推向全国各地，形成
电商扶贫的新模式。

周宁县坚持以党建促扶贫，积极争取省
市下派干部到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担任第一
书记、驻村蹲点，帮助挂点村联系项目、引进
资金，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增收。据统
计，省、市第四批下派干部担任第一书记 10
人，驻村蹲点 18人，筹措扶持资金 1900万元，
在挂钩乡镇、村实施民生项目和生产性项目
73个。同时，还注重将经济能人、种养大户、

科技致富带头人等能人选入村“两委”，扶持
各村选准发展路子，帮助 36个行政村集体经
济收入摘掉“空壳”帽子。

同时，该县以“党建带团建”为载体，采取
“公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引导在外经济
能人、党团青年返乡发展。苏文达、徐应回、
黄雄等 100多人返乡，成立 163家农业专业合
作社，建成生态循环立体、林+禽（药）等百亩
以上示范基地 86个，辐射带动 5000多户农民
发展相关产业。开展“村企连心、强企扶村”
挂钩帮扶活动，共有 16个龙头企业与贫困村
联结，到贫困村建立农产品原料基地，与贫困
户签订生产订单、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

在扶贫开发实践中，周宁县全县上下形
成共识，就是既要适当“输血”，又要帮助“造
血”，更要激发贫困群众致力脱贫的信心和斗

志，引领贫困群众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该县
首先抓“扶志”，深入开展“四下基层、四解四
促”活动，建立健全干部挂钩联系贫困户的工
作机制，深入群众，分类指导。据统计，今年
来，周宁县科级以上干部下基层达 9691人次，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538个，帮扶资金 1200多
万元。近抓培训，远抓教育，落实农村扶贫
开发对象“一户一就业”，近年来累计培训
3284人；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工程，提高贫困
人口受教育程度和整体素质，不断增强贫困
群众自我“造血”能力。教育的发展，也反
哺了乡村。据统计，先后有 72名大学生返乡
创办经济实体 57家，辐射带动乡村贫困群众
就业脱贫。

此外，周宁县还针对群众因缺担保导致
“贷款难”的问题，县财政统筹资金 500万元成
立小额信贷风险保证金，为贫困户申请小额
贷款提供担保；针对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
题，大力实施全民低成本健康“海云工程”，改
善乡村医疗条件，实行分级诊疗和药品耗材
零差率销售，使大量常见病、多发病在县域内
解决就医；针对因病返贫、因子女就学返贫等
现象，通过社会救助进行兜底……

今天的周宁，在中央和省、市的正确领导
下，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城乡环境不断优化，民
生福祉持续改善，广大干部群众信心满满，一定
能够打赢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本版由周宁县委报道组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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