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主要领导到菏泽市

东明县调研黄河滩区脱贫迁

建工作，召开座谈会

2017年5月

东明县焦园乡8号新建村台淤筑

工程开工建设，是全省率先全面启动

的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工程

我省公布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专项方案，26个省级专项方案涉及产业支撑、

基础设施配套、民生保障、金融支撑、质量监管等方面

2018年4月

我省召开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工作推进会，明确滩区迁建由试

点转向全面实施阶段

黄河滩区迁建大事记

黄河滩区迁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交给山东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寄托着滩区群众百年的

“安居梦”“致富梦”，对全省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数读黄河滩区迁建

黄河山东段由菏泽市东明县入境，在东营市垦利区入渤海，河道长628公里，滩区总面积1702平方公里

自1950年以来，山东黄河滩

区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水漫滩48次

山东将在2020年年底完成60

万滩区群众的迁建任务

受灾村庄1 . 23万个

受灾人口664 . 71万人

淹没耕地1180 . 88万亩

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涉及7个市16个县(区)的60万人，

规划总投资260亿元

菏泽市牡丹区郝寨新村搬

迁入住，成为全省首个搬迁入

住的规划内外迁安置社区

我省召开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协

调推进会议

2018年5月

全省推进黄河滩

区脱贫迁建专项小组

会议召开

2019年1月

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滩区迁建1 . 17亿元省级节约

资金分配建议方案

我省召开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专题

会议

2020年3月

东明县长兴集10号村台安置社区开工，

标志东明县24个村台安置社区全面开工建设

2020年4月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规划》

2017年8月

省政府召开全省黄河滩区

脱贫迁建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会议

2017年8月

截至2020年8月底

山东黄河

滩区27个外迁

社区中已有18

个搬迁入住

28个村台

安置社区全部

开工，其中 9

个主体完工

99个旧村

台改造提升工

程完工31个

2019年6月

东明县长兴集乡10号村台

淤筑完成，标志着全省28个新

建村台全部完成淤筑

全省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推进工作

现场会在东平召开

2019年7月

绝不让黄河滩区百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掉队

（上接第一版）事关党中央利民惠民政策能否落
到实处，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实现，事关
滩区群众能否摆脱“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
建房、三年还账”的恶性循环，这是各级党委政
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感情责任，绝不能让
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

此前，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省政府批复，
2015-2016年山东先后开展了两期滩区迁建试
点，外迁安置工程受到群众普遍欢迎。2016
年，在脱贫攻坚框架下，计划采用就近筑村台
这一方式，从2017年到2025年分两个阶段，用8
年时间基本解决25万滩区居民的安居问题。
2017年，新一届省委自我加压，主动作为，启
动编制《山东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计
划到2020年基本解决60万滩区居民的防洪安全
和安居问题。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支持下，
经国务院同意，2017年8月1日迁建规划正式印
发。

“规划从上报到获批仅历时41天，审批之
快，足见中央和我省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
谋划之久、推动之切。”省发展改革委滩区迁建
推进组一位工作人员说。

滩区迁建上升到国家层面，喜讯在千里黄
河滩区迅速传开：用3年时间，通过外迁安置、就
地就近筑村台、筑堤保护、旧村台改造提升、临
时撤离道路改造提升等5种方式，到2020年底基
本完成60万滩区群众的迁建任务。刘庆荣就是
外迁安置的一员。

破解百年安居难题，省委、省政府表示，“砸
锅卖铁”也要办成。迁建工程规划总投资260 . 06
亿元，按“各级政府补一块、土地置换增一块、专
项债券筹一块、金融机构贷一块、迁建群众拿一
块”的总体思路筹措建设资金；工期从8年缩减
为3年，涉及人数从25万扩展到滩区全部群众60
万，安置方式从1种扩展到5种。

滩区迁建中，山东为民谋利，主动担当，让
滩区百姓日子更有奔头。梁山县赵堌堆乡贾庄
村和蔡楼村搬迁人口368户1035人，原本20栋4层
的居民楼即可容纳。但考虑到新建社区占用其
他村耕地，出了社区两村没有属于自己的宅基
地，今后成家的年轻人将无处建房。为百姓长远
计，梁山县在社区内多建了6栋居民楼，有需求
的村民可自费购买，因此产生“计划外”花销
2000万元，县财政全部兜底承担。

抓铁有痕，誓让蓝图变现实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而要把蓝图变现实，
就要把“规划图”变成“施工图”，把“时间表”变
成“计程表”，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山东省市县
乡村五级同频共振，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发动千军万马，使出千方百计，破除千难万
阻，惠及千家万户，全力以赴把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这件好事办好。

滨州市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处有7个滩区
村要外迁。7个村1664户人家，办事处工作人员
逐一登门，把情况摸清，没白没黑20多天，每家
算出了两套推荐方案。“老百姓心里有数了，工
作阻力就小多了。7个村，一天半之内就完成了
签约。事后发现，推荐方案被百姓采纳率超过
70%。”滨城区副区长李元宏说。

强化统筹协调，山东健全滩区迁建推进机
制，制订滩区迁建规划重点任务分工方案、项目
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定期调度制度等规范性文
件，印发实施用地保障、社区建设等政策文件，
编制完成农业、交通、文旅等26个滩区迁建专项
方案，推动资金、土地等政策向滩区倾斜。

指挥部作战，是推进滩区迁建的重要方式。
山东全面落实指挥部作战机制，一个个滩区迁
建指挥部建在村台上、建在黄河大堤旁。

现场办公，靠上服务，月调度、季通报、年
考评，滩区迁建五类工程进展顺利。截至2020
年8月底，16个涉迁县区中，已有菏泽市牡丹
区、惠民县、济南市济阳区、济南市章丘区先
后完成工程建设和群众搬迁任务；滩区27个
外迁社区中18个搬迁入住，28个村台安置社
区全部开工，其中9个主体完工；99个旧村台
改造提升工程完工31个。

滩区迁建中，山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
群众意愿和习惯，因地制宜、因村制宜，不搞
一刀切，不搞齐步走。利津县3个镇街19个滩
区村涉及迁建，县里向滩区村群众一一发放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入户调查表》。参与这项
工作的县发展改革局主任科员林建丽说：“经
统计，90％以上的村民选择旧村台改造提升。
顺应百姓意愿，我们采取了村台加固改造方
式。”

狠抓落实，各级各地展现出协同作战的
磅礴力量。长平滩区护城堤工程新建堤防
33 . 88公里，保护滩区群众15 . 97万人，规划
投资24亿元，是迁建项目中安置人口最多、
涉及方面最广、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工程。
以往，这类项目的立项审批，需走可行性论
证、初步设计、编制实施方案等三个阶段，
审批至少需要三四个月。在国家相关部委的
大力支持下，审批“三步并作一步走”，前
后用时不到一个月，比“三步走”节省2/3
时间。

百年安居梦，质量是前提。省委、省政
府对滩区迁建工程质量高度重视，坚持质量
安全第一，在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各
环节都建立严密的质量保证体系。在村台建
设中，东明县发现自然沉降效果不理想，就
邀请专家研判，沉降方式改为强夯。强夯机
昼夜施工，16吨重的铁铸夯锤被强夯机拉高

到13米，瞬间下砸。厚实的铁锤重重砸下，
夯实了松软土质，踏实了群众的心。村民谈
起这些强夯机说：“这样的工程，大伙儿放
心！”

谋划长远，让贫苦滩变幸福滩

滩区迁建，既要让群众“挪穷窝”，又要
“拔穷根”。

2020年6月，省委书记刘家义就推进我省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
强调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
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提高民生福祉。

8月28日一早，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西辛
村的35岁农民朱国庆，来到镇区的山东金沃
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上班。“几个月前，我结束
培训留在金沃干电焊，一天工资260元，不仅
比去年在外地干普工工资高，还能照顾孩
子。”朱国庆说。今年，孝里镇39个村3 . 2万人
将出滩进镇。镇政府春节期间摸底，适龄劳动
人口已就业12915人，未就业4182人。镇政府开
展多项培训，并引进30多家企业，新开发岗位
4000多个。

我省滩区迁建中的27个外迁安置社区，
绝大多数选址在镇区、县区、市区。各地实行
居住社区、产业园区“两区同建”，让群众有就
业岗位。在平阴县，安城镇滩区7个外迁村安
置点，离东部产业新城仅1公里；梁山县赵堌
堆乡在外迁社区南侧，建设15万平方米的家
居产业园。

着眼长远，山东在滩区迁建中补齐基础
设施短板。这季麦收，东明县长兴集乡黄河西
岸的5 . 8万亩耕地迎来丰收。杨庄村党支部书
记赵东方说，小麦亩产普遍在1300斤左右，比
往年大约增收500斤。这归功于2018年12月跨

河开通的10千伏“润农线”，给送来了“灌溉
电”。国网东明县供电公司向东明滩区架设高
压干线12条，今年11月将开工建设全县第一
座滩区110千伏变电站，24个新建村台的户均
设计容量达到6千瓦，可支撑未来10-15年的
生活改善需要，可以说赶上了“城市配
置”。

滩区迁建中，山东同步提升教育、医疗
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省教育厅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88个中小学（幼儿园）建设项目
已全部开工，完成投资8 . 7亿元，其中45个
项目已经竣工（主体完工）。随着滩区迁建
完成，这些学校将尽快投入使用。山东将采
取结对帮扶等措施，让滩区孩子享受到更好
的教育。

滩区迁建，生态优先。山东把生态保护
寓于高质量发展之中，在生态保护中推动高
质量发展。山东提出打造“千里黄河生态文
化旅游观光长廊”，将发展全域旅游纳入黄
河滩区脱贫迁建县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黄
河流经利津县74公里，利津修建60公里休闲
观光道路，实施黄河生态湿地修复工程，发
展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

9月6日，记者再次走进惠民县大年陈镇
“桃乡名郡”黄河迁建工程安置小区。这里离
镇中心卫生院1000米、中心小学300米、便民
服务中心50米。世代生活在滩区的村民搬到
镇里，不仅生活方便了，工作也有了新着落，
即便是年龄大的村民，在家也能有钱赚。68岁
的刘庆荣告诉记者，绳网加工厂的零活，在家
看着电视就能干，一天赚个四五十元。从雨天
泥泞小路到宽阔柏油路，从旱厕到抽水马桶，
从烧煤到用暖气，从土里刨食到企业工
人……刘庆荣说，咱滩区百姓的日子，越来越
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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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
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黄河滩区是
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重要区域。

山东黄河滩区面积1702平方公里，60
万名群众居住其间。黄河屡屡漫滩，不仅
淹没庄稼，更毁坏房屋，“三年攒钱、三
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成“魔
咒”，百姓“因房致贫”“因房返贫”，
滩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正常水平。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事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能否实现。山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紧盯黄河滩区，实施脱贫迁建，决
心2020年完成迁建各项任务，给60万名群
众稳稳的家。

滩区迁建见初心。此次迁建涉7个市16
个县(区)，范围之广、人口规模之大、建
设投资之多、时间安排之紧，历史上前所
未有，任务异常艰巨。越是艰险越向前，
最是担当见初心。破解滩区群众百年安居
难题，省委、省政府提出，“砸锅卖铁”
也要办成！滩区群众脱贫迁建、安居乐业
是各级党委政府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
感情责任，绝不能让滩区群众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进程中掉队。立下愚公志、誓啃
硬骨头，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抽
调精兵强将，调动千军万马，不舍昼夜战
滩区。这是攻城拔寨的硬仗，这是百炼成
钢的熔炉，这是检验初心使命的试金石。
在这场规模浩大、波澜壮阔的迁建中，面
对千难万险、千家万户、千头万绪，广大
党员干部扛起责任，挑起重担，以行动践
行初心。

滩区迁建聚民心。“政之所要，在乎
民心”。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滩区迁建中，
“鱼水情深”的故事一幕幕生动上演。村
台强夯把羊圈震塌，百姓没人投诉，反而
给施工队送来瓜果；村里建设新家园，没
有任何发动，村民们主动找到村干部，自
发捐款200多万元；在滩区采访调研，记者
一次次听到百姓说共产党好……民心是最
大的政治。得民心，就要把人民放心上、
把群众当亲人。山东滩区迁建工程规划总
投资260亿元，政府投资占到总投资的90%
左右。滩区迁建，不仅谋百姓当前利益，
更解长远之忧，让滩区群众迁得出、稳得
住、可发展、能致富。迁建中的工程建
设、搬迁入住、产业发展、转移就业等各
个环节，无不事关百姓利益，广大党员干
部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与百姓

手挽手、心连心，谱写出新时代党群干群关系“鱼水情深”。
滩区迁建显信心。历朝历代没有办成的事，共产党办成了。如

此浩大的滩区迁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做到。自古以来，中华
民族始终在同黄河水旱灾害作斗争，但受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的
制约，沿黄两岸人民美好愿望一直难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是滩区迁建的底气。集
中力量办大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中国共产党焕发强大政治引领
力、民心感召力、组织动员力，滩区得以换新天，百姓终圆百年
梦。气壮山河的千里滩区迁建，让我们更加坚信，只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实现人民幸福。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滩区迁建工作仍然十分艰巨，任务依然
繁重。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绷紧弦。让我们百尺竿头加把
劲，扎实做好滩区迁建各项工作，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答卷！

利利津津县县黄黄河河滩滩区区内内，，凤凤凰凰城城滨滨河河休休闲闲旅旅游游区区一一隅隅。。 □□李李明明 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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