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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军要求，打赢脱贫攻
坚战，是“十三五”时期的一项
重要政治使命和责任担当，必
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凝
聚众志成城、合力攻坚的强大
动力。要整合资金。汝州作
为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
点和省扶贫开发易地搬迁试
点，要积极对上协调沟通，把
上级各类涉农资金整合起
来，用于脱贫攻坚重点项目
建设。同时，加强与省水投、
农开公司、农发公司以及农
开行、国开行、中原银行等省
属国有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
的对接合作，吸引社会资本

参与脱贫攻坚。要整合政
策。认真学习上级政策，吃
透政策，把省里给予我们的
各项扶贫政策整合在一起，
结合我市扶贫工作实际，进
行精准投放。要整合责任。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
要求，严格落实四大班子领导
分包贫困村的分包责任，各乡
镇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乡
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作为第一
责任人，对辖区的脱贫攻坚工
作负主要责任。分包贫困村
的市直委局在职责范围内承
担部门责任，驻村工作队、驻
村第一书记在乡镇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承担驻点责任，构建
责权明晰、科学有序的工作推
进机制，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
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万
英总结了汝州市前一阶段脱
贫攻坚工作，对下一步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李运平、张浩、李晓伟、彭
清旺、张伟、刘鹏、胡洪献等
在汝副县级以上领导及20个
乡镇街道、市直委局和55个
扶贫驻村工作队负责人参加
会议。

本报讯 6月1日下午，由
汝州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
合举办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弘扬汝州精神”先进
人物评选会在市委组织部会
议室召开，来自市教体局、市
交通局、市卫计委、市广电总
台、市信息中心、市总工会、
市妇联等单位领导组成的评
委团对自4月20日至5月31
日，由基层单位推荐以及个
人自荐的 28名先进人物事
迹进行了评选，经过分类别
筛选、讨论投票等环节，最后
评选出李发亮等 10位先进
人物提交活动领导小组。根
据活动评选程序，评委会评
出的这10个人，将统一征求
相关部门的意见并在媒体上
公示，确保评选出的典型人
物令人信服。对最后评选上
的先进人物进行专题宣传和
表彰，并作为推荐各级典型人
物的候选人。

据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弘扬汝州精神”先
进人物评选活动是全市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
汝州精神宣传的有效载体，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自
2015年联合发起，去年共评
选出52名先进人物，先后推
出了“诚信鸡蛋哥”任庆河、

“关爱脑瘫患儿的好医生”宋
兆普、“坚持还债的山村母亲”
董桂英等一大批在全省乃至
全国有影响力的典型人物，用
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为我市的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强大的
社会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弘扬汝州精神”先进人物
评选活动每月评选一次，年终
评选年度人物。大家可以通
过组织推荐、媒体推荐、个人
自荐的方式将事迹发送至活
动 邮 箱 rzswxcbxck@163.
com 参加活动评选。

日前，省扶贫开发工作督查组冒雨深入寄料镇桑树坪村，
就精准扶贫开发工作进行督导检查。汝州市督查局、汝州市扶
贫办及寄料镇政府等各单位主管领导陪同督查。督查组在仔
细询问驻村工作队贫困户确定程序、帮扶人员对接、扶贫工作
进度等情况后，又冒雨进行了入户走访调查，询问了贫困户生
产生活情况和驻村工作队帮扶情况。（李伟恒 何凌云 王召霞）

汝州市焦村乡副乡长邢村支部书记石五战，6月7日深入
田间同种植户交流巨紫荆种植经验。焦村乡近年来适应城乡
和新农村建设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引导群众种植大叶女
贞、红叶石楠、西湖海棠、法国梧桐等各类花卉苗木。截至目
前，全乡共有100多户群众，种植各类风景树、经济苗木600多
亩，总经济价值达700多万元，年人均收入在8000多元。

（张万强 张世峰）

本报讯 6月4日下午，央
视《大国工匠》栏目组在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汝瓷
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朱文立的陪同下来
到汝州市张公巷汝瓷窑址，
通过镜头展现朱文立对汝瓷
的执着情怀。

作为中央电视综合频道
（CCTV—1）《新闻联播》中的
专题栏目，《大国工匠》于
2015年五一期间在新闻联播
首次亮相，以纪实的手法、新
颖的视角，展现了各行业“能
工巧匠”的高超技艺和感人
事迹，栏目播出后在国内外
都引起巨大反响。

本次拍摄的《大国工匠》
作为 2016 年国家重点对外

宣传项目，制作完成后将在
中央电视台主要新闻频道和
国外主流媒体播出，和去年
相比，对制作的水平和拍摄
的人选有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严格筛选，全国共有30
余人入选 2016 年《大国工
匠》的录制，其中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制技
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
师朱文立光荣地成为其中
一名“大国工匠”，不仅是唯
一入选的陶瓷类大师，也是
入选参加拍摄的少数手工
艺人之一。

节目制作完成后预计在
10月左右播出，届时一定会
为汝瓷带来更大的声誉，极
大地提高汝州的知名度。

本报讯 6月1日，雨后初晴，
空气清爽的寄料镇徐庄村热闹异
常。汝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胡洪献带领市统战部、老干部局、
市场发展中心、文广新局、煜达阀
门、万基实业等单位的有关人员
一行百余人带着大米、白面及食
用油等慰问品 对这里的贫困户
进行慰问。

如何让贫困户从根源上拔除
“穷根”？在徐庄小学的会议室
内，胡洪献认真听取了徐庄村班
子和驻村工作队的解决之道。徐
庄村共有贫困户153户，在分包
单位的帮助下，该村利用本村有

种植香菇技术人才的优势，成立
农业种植合作社，大力发展香菇
种植。实行村统一制作大棚、统
一制作菌袋、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销售等合作化管理。大力发展香
菇种植；利用“三阳术业”平台，实
行土地流转。让无劳动力的贫困
户将自己的土地作为股份入股，
年底获得分红，有劳动力的贫困
户可以进厂干活取得相应的劳动
报酬。

随后，胡洪献在镇党委书记
李浏记的陪同下,沿着泥泞的田
间小路，步行到农户徐世勇的十
五个香菇种植大棚进行实地察

看。看到香菇大棚内正在用自
动水喷雾系统对香菇袋进行喷
水，很是赞赏。胡洪献还向其详
细了解了香菇种植的品种、技术
方法、种植成本、资金来源、销售
渠道、市场行情及用工成本等方
面的情况。最后，农户徐世勇还
向胡洪献谈了他的下步扩大规
模和建立冷库和深加工的具体
打算。胡洪献语重心长地对他
说：好好干，你要带动更多的乡
亲种植香菇，进一步壮大你的香
菇种植合作社，将来让徐庄的香
菇能走出汝州、走出河南、走向
全中国。

汝州市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召开，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强调——

以决战决胜姿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记者 李春

核心提示 | 6月3日，汝州市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召开，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全省脱贫
攻坚第一次推进会议精神，对全市脱贫攻坚工作再动员、再部署。汝州市委书记高建军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脱贫攻坚的
重大意义、重大举措、重要保障，按照既定目标任务，确保2017年底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高建军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党委、政府义不容辞的政治使命与责任担当。全市各级各
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脱贫攻坚作为我市“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站在增强
政治担当的高度、全心为民服务的深度、检验干部能力的维度，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像对待自己的
亲朋好友一样，帮助分管、分包的贫困户，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高建军强调，精准识别
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前
提和基础，只有扶贫对象清
楚了，才能因户施策、因人施
策。要本着出于公心、秉持
爱心、工作细心的原则，对全
市精准识别工作认真开展全
方位的回头看，把真正的贫
困户识别进来，把非贫困户
识别出去，确保不漏一人、不
错一户，坚决打牢“精准识
别”这个基础。要坚持定量
标准与定性标准相结合的原
则，科学确定贫困户标准，给
予帮扶救助，达到群众公认、
干部信服、社会公道的效果。
要坚持“公开、公正、透明”的
原则，按照“一进二看三算四
比五议六定”工作法，对贫困
村逐家逐户调查走访，真正摸
清底数。要严格落实“两公

示一公告”制度，对贫困户初
选名单、审核名单在村一级公
示，复核名单在全市进行公
告，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
真实可靠。

高建军强调，要切实把精
准贯穿于脱贫攻坚的全过程，
坚持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凝
聚合力，在精准扶贫上探索出
一条科学合理、切实有效的
新路子。所谓精准发力，就
是既要统筹兼顾，更要突出
重点，对于贫困村以外的贫
困户，要摸清底数，建立档
案，制定具体帮扶措施。对
于全市4个省级贫困乡、4个
有贫困村的乡镇及55个省定
贫困村，要作为精准发力的重
点和关键，建立四大班子领
导、委局、乡镇、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等五级帮扶机制，对

于每一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切实做到一户一本台账、一户
一个脱贫计划、一户一套帮扶
措施。所谓持续用力，就是要
按照“转、扶、搬、保、救”五项
措施，充分结合汝州市的市情
市力，结合55个贫困村的实
际情况，重点围绕“易地搬迁、
产业扶持、知识教育”三项脱
贫工程，持续用力，抓实抓
透，确保起到精准扶贫的效
果。所谓凝聚合力，就是一
方面要全面排查梳理各乡镇
需要纳入兜底扶贫的贫困户，
建立工作台账，采取针对性帮
扶措施，确保兜好底线、实现
脱贫。另一方面要全力争取
和承接中央、省各项兜底政策
和兜底资金，确保我市需要兜
底的贫困群众，一户不少、一
人不落。

要切实把精准贯穿于脱贫攻坚的全过程

凝聚众志成城、合力攻坚的强大动力

胡洪献到寄料镇慰问贫困户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弘扬汝州精神”
先进人物评选会召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陈万义

央视《大国工匠》栏目组
在朱文立陪同下走进张公巷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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