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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8日上午，汝州
市脱贫攻坚“大宣传、大排查、大
整改、大提升”试点培训会在夏店
镇举行，汝州市扶贫办主任王长
征出席会议并讲话，夏店镇党委
书记李秋生主持了会议，汝州市
扶贫办有关领导和人员、夏店镇
党政班子成员、夏店镇驻村工作
队长、夏店镇各村第一书记共60
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汝州市扶贫办主任王
长征做了动员讲话。他说，这次
脱贫攻坚“大宣传、大排查、大整
改、大提升”试点培训会，是贯彻
落实省委副书记王炯在汝州市
暗访脱贫攻坚指示精神的需要，
是全面落实省脱贫攻坚督导组
对汝州市脱贫攻坚工作整改意
见和建议的需要，是贯彻落实
12月7日晚上市委、市政府脱贫
攻坚会议的具体举措，是加快汝
州市脱贫攻坚步伐的需要。他
指出，之所以选中夏店镇、夏西
村为此次脱贫攻坚“大宣传、大

排查、大整改、大提升”试点乡镇
和行政村，是因为夏西村是今年
夏店镇脱贫攻坚欲脱贫村，对全
市脱贫攻坚具有指导意义；是因
为夏西村自然村少，便于集中入
户行动，便于集体观摩指导。他
强调，全市之所以开展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
升”活动，是因为目前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中，贫困村和非贫困村
群众对贫困户享受的政策知晓
率低，对工作队、镇村帮扶措施
了解不全面，脱贫攻坚存在政策
宣传不到位、帮扶措施不具体、
项目跟进有问题、扶贫成效不明
显现象，存在应付心理；要通过
活动，认真宣传好扶贫政策，彻
底排查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
全面整改，实现脱贫攻坚大提
升，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贫攻
坚工作得到群众认可，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

夏店镇党委书记李秋生为汝
州市扶贫办对夏店镇工作的支持

表示感谢，要求夏店镇驻村工作
队、各村扶贫责任组长、各村第一
书记要抓住机会，虚心向市扶贫
办领导学习，迅速掌握脱贫攻坚
入村宣传、排查本领，为今后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会后，与会的汝州市扶贫办
和夏店镇人员分为四组，迅速进
入试点村夏店镇夏西村，按照脱
贫攻坚试点村调查表内容，进村
入户，进行宣传、排查，市扶贫办
人员现场询问，夏店镇各村责任
组长、第一书记在现场观摩学习
调查方法。在夏西村4组贫困
户平楼和家中，王长征看到平楼
和因患帕金森病家庭致贫，当场
按平楼和家中墙上的电话号码
打通了工信局脱贫工作队包户
责任人，询问平楼和符合不符合
慢性病认定和有关情况。

据了解，本次全市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
升”集中活动预计用一周时间。

汝州召开脱贫攻坚试点培训会
会议要求，通过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改，实现脱贫攻坚大提升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韩少伟 李凯旋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汝
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要求，推进
脱贫攻坚“大宣传、大排查、大整
改、大提升”活动顺利开展，12
月 10日下午，汝州市林业局全
体领导班子、陵头镇李窑村两委
班子、驻村工作队成员在李窑村
村委室召开扶贫攻坚推进会，汝
州市林业局局长鲁武国主持会
议并讲话。

鲁武国强调，脱贫攻坚工作
形势严峻，要迅速行动，承担包户
干部的责任与义务，除了每月1
日、15日入户对接，更要做到每周
六、周日至少一次进村入户，下周
四前，要每天坚持进村入户，扎实
开展“三个一”活动，宣讲贫困户
所享受的帮扶政策，提高群众政
策知晓程度和满意度，且对自身
受益情况要清楚明白。对危房改
造户进行全面排查，即危房改造
项目是否按时开工，是否对完工
项目进行了验收，验收后的项目

是否及时拨付补助资金，是否能
按时入住安全房。驻村工作队要
完善档卡资料，逐户进行梳理、整
改，贫困户暖心袋与档卡明白卡
的资料保持一致，全国扶贫开发
信息系统中贫困村、贫困户的相
关信息和数据要与贫困村、贫困
户的实际情况相一致。

会议要求，驻村工作队、帮扶
责任人要把脱贫攻坚任务抓在手
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以最高
标准、最实举措、最佳状态，全力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

市林业局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李伟恒 通讯员 王首道

本报讯 按照12月7日全市
脱贫攻坚推进会议精神，12月8
日,小屯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
部署进村入户宣讲扶贫政策，重
新梳理致贫原因，完善帮扶措施
及佐证材料，改善居住环境等工
作。

会后，小屯镇46个脱贫责任
组100余人按照“五个一”的要
求，认真开展脱贫攻坚大宣传、大
排查、大整改、大提升工作，走村
入户做好整改工作。

党员干部来到贫困户家中，
向贫困户讲解党的最新扶贫政
策，打扫卫生，吃一顿饭，了解贫
困户的困难，和贫困户进行一次
深入的交谈，关心他们的身体健

康、日常生活，叮嘱他们及时添
加衣物，为他们送来温暖和帮
助。

下一步，小屯镇将进一步加
强档卡资料完善、帮扶政策宣传
和贫困户人居环境改善等相关工
作力度，使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帮
扶见真效，圆满完成全市脱贫攻
坚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
升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高浩博

本报讯 12月11日下午，在
汝州市王寨乡大剌湾党群综合服
务中心，汝州市城市管理局邀请
到汝州市招培教育的资深讲师裴
娜利，用“送党课下基层”的形式，
为大剌湾村构筑大扶贫格局，用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方式，
让贫困户在党旗下收获感动，助

力贫困户找到打开幸福大门的金
钥匙。139名贫困户及其家属聆
听了党课。

“百宝佳茗坊”的董事长张
文亮也在其中，他正带领着 31
户贫困户奔跑在全面小康的大
道上。课后他告诉大河报记者，
现在公司的主营业务已不仅局
限于200亩的菊花，决明子、牛
蒡等养生茶饮也为公司带来了
不菲的收入。下一步，“百宝”将

继续扩大规模，拓宽销售渠道，
用产业带动脱贫。

根据汝州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部署，一场关乎每一名贫困户
的“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治、大
提升”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汝州市城市管理局所有帮
扶干部抓细基础、抓实保障、抓
强提升，全面查摆问题、压实自
身责任，确保各项工作出实效、
出成果。

小屯镇开展脱贫攻坚
“大宣传、大排查、大整改、大提升”工作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
党课送到基层 构建扶贫大格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刘亚飞 文图

本报讯 12月7日，大河
报记者从温泉镇获悉，为助力
汝州第三届汤王街古镇庙会，
打造独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尽
快开发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
美食，助推温泉全域旅游上台
阶，经过精心筹备，温泉镇首
期特色小吃评比活动拉开了
序幕。镇领导班子成员、各驻
村第一书记、各村党支部书记
60余人参与了此次活动，并
特邀市商务局相关领导、市餐
饮和饭店行业协会专家组进
行现场点评、指导。

“香菇嘎嘣鸡”“汤王街鲜
羊汤”“机器人刀削面”“油炸
银鱼”“蓑衣饭”“千人糕”“竹
筒粽子”“卡通猪猪包”“虚糕
枣花馍”……各色小吃令人目
不暇接，香气四溢，更有民间
技艺糖画、面人等引来观摩团

连连称赞。近290家小吃商
户参与了本次评比。

据悉，此类评选活动进行
3期，将依据首期评选结果进
一步对该镇特色小吃进行深
挖、培育，选出不少于50家特
色鲜明、服务热情的商户进行
培训。后续还将进行两期集
中评审，最终选出优胜者参加
该镇第三届古镇庙会特色名
吃展示交流活动。

温泉镇党委书记刘廷跃
说，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大背
景下，温泉镇始终秉承“绿色
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的工作思路，持续推进文旅
融合发展，不断强化文化品
牌建设。本次评选活动是全
镇系列文化活动之一，旨在
培育本土特色餐饮文化品
牌，激发全镇餐饮商户的创
新意识和品牌意识，力争在
第三届汤王街古镇庙会上为
大众奉上文化盛宴。

温泉镇首次评比特色小吃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张浩然

本报讯 近日，汝州市旅
游局召开了《汝州市全域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2017-2025）》
（以下简称《规划》）中期论证
会。

会上，规划编制单位山西
风光旅游规划研究中心进行
了《规划》的汇报。与会专家
和领导听取了规划编制单位
的汇报，进行了认真评议，提
出了以下意见：《规划》指导思
想基本明确，思路相对较清
晰，产品与项目较多较为丰
富，空间布局基本具有合理
性，部分项目具有一定创意，

对汝州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但《规划》也存在规划成果不
规范，对国家相关文件把握不
准，内容体系不完整，规划深
度不够，发展目标、发展定位
与发展模式不准确，产品和项
目堆砌现象较为严重，体制机
制改革和创新不足等突出问
题。

此次《规划》论证会为以
后的评审工作做了铺垫，与会
专家们及时指出了存在的问
题及处理建议，规划编制组将
按照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
善《规划》，并尽快完成《规划》
评审稿。

温泉镇特色小吃诱人垂涎

《汝州市全域旅游发展
总体规划（2017-2025）》
中期论证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