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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
国锋 通讯员 平党申

本报讯 2月1日下午，汝
州市夏店镇党委书记李秋生
一行深入到辖区6个省级贫
困村，亲切慰问驻村帮扶工作
队，代表夏店镇党委、政府向
6个局委驻村工作队付出的
辛勤劳动，表示衷心感谢，并
为驻村工作队送去了方便面、
火腿肠、面包和饮料等慰问
品。

夏店镇是省级贫困乡镇，
全镇20个行政村中，有关帝
庙、河口、甄窑、黄沟、夏西、陈
庄等6个村是省级贫困村，为

帮助贫困村群众早日脱贫致
富，根据汝州市委工作安排，
从2016年开始，汝州市卫计
委、地矿局、信访局、畜牧局、
水务局等局委抽调骨干力量，
组成扶贫工作队，分别进驻6
个省级贫困村，深入扶贫一
线，扎实开展扶贫工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驻
村工作队为6个贫困村新修
道路、架设路灯、架设自来水、
新打机电井，解决了贫困户出
行、吃水、照明等生活困难，改
善了贫困户的生活条件。在
经济建设方面，驻村工作队为
贫困村争取了光伏发电项目，
引进了扶贫车间，实现了贫困

人口转移就业，开拓了贫困户
增收渠道，提升了贫困户经济
收入；在教育、医疗方面，驻村
工作队认真落实各项行业扶
贫政策，减轻贫困户生活压
力，提升群众幸福度和满意
度；在改善居住条件方面，扶
贫工作队驻村完成了易地扶
贫搬迁任务，让贫困户住进了
新房，提升了贫困户生活质量
水平。

李秋生嘱托6个驻村工
作队队长，年末岁尾，扶贫工
作进入攻坚期，任务重，因此，
要合理安排好队员的休息时
间，照顾好队员的生活，才能
更好地开展脱贫工作。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高亚锋

本报讯 自脱贫攻坚工作
开展以来，骑岭乡干群同心，
真抓实干，创新方式，通过教
育扶贫、帮助就业、危房改造
等举措，力求脱贫攻坚干出实
效。

让贫困孩子接受良好教

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骑岭乡积极协调骑岭乡教育
基金会，资助贫困学生40人，
4.6万元；帮助4名贫困生落
实“雨露计划”。据悉，2017
年该乡共帮助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申请落实教育扶贫政策
发放补贴 75 人次，5.7 万余
元。去年，该乡为贫困户提供
就业机会15个。

解放思想，从精神层面上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该
乡通过乡党委书记、乡长等主
要领导入村入户做思想工作，
开设道德讲堂，印制《致广大
群众一封公开信》，帮助村民
早日脱贫。

实施危房改造，改善贫困
群众的住房条件。目前，12
户危房改造已全部完工，资金
已到账，确保贫困群众安心过
年。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梁朋涛

本报讯 连日来，风穴路
街道各贫困户帮扶责任人和
各社区（村）无职党员们深入

贫困户家中，开展“吃一顿饭、
干一次农活、打扫一次庭院”
活动，帮助贫困户们打扫卫
生，整理院落，提前营造春节
气氛，并为贫困户送去春联、
米、面油等慰问品。

“三个一”活动中，大家不

怕脏、不怕苦、不怕累，帮助贫
困户打扫了房间，归置物品摆
放，干活的同时，还与贫困户
亲切交谈，询问近期生活中的
困难和出现的新问题，鼓励他
们要坚定生活的信心，在精神
和生活习惯上率先实现脱贫。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侯晓蕾

本报讯 1月31日上午，
汝州市人民医院党总支副书
记、院长刘青强一行冒着严寒
来到夏店乡关帝庙村帮扶对
象家中将春联逐一送到他们
手中，并送上新春祝福。

每到一户，该院领导都与

帮扶对象亲切交流，详细了解
帮扶户近期的具体情况和生
活困难，鼓励帮扶对象克服困
难，积极主动寻求脱贫方法，
为帮扶对象排忧解难。

一副副春联，送进贫困户
家，不仅给贫困户送去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和祝福，也为即将
到来的春节增添了浓浓的喜
庆气氛。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实做
细脱贫攻坚工作，1月31日上
午，煤山街道在机关六楼会议
室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就当前
的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街道全体班子成员、涉贫
村第一书记、全体帮扶责任
人、扶贫办工作人员等共计
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传达了1月30日
汝州市脱贫攻坚推进会的有
关精神，就帮扶责任人应知应
会、脱贫责任组组长应知应会

等进行了逐项安排部署，并对
下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
是组织开展“送春联”活动。
二是组织开展“春节慰问”活
动。三是持续开展“三个一”
活动。四是持续开展环境整
治活动。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李晓涵

本报讯 1月31日上午，
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在局三楼
会议室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
议。汝州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党组书记范红超主持会议，党
组成员及机关各单位党政正

职、派驻中队中队长等人参加
会议。

会上，传达学习了汝州市
脱贫攻坚推进会会议精神，并
对前一阶段常态化扶贫工作
做出重要总结，对下一阶段精
准帮扶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同时，安排开展入户送春联活
动，要求帮扶责任人在入户送

春联时，要进一步完善档卡资
料，进一步宣讲政策。

范红超强调，要将扶贫攻
坚任务作为当前第一要务，认
真开展脱贫攻坚“三个一”活
动，真正做到想群众之所想，
帮群众之所需，为全力打赢全
市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
献。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陈增洁

本报讯 1月31日，汝州
市人民法院在一号审判庭召
开最新脱贫攻坚政策培训和
入户“送春联、送温暖”活动动
员工作会议，汝州法院班子成
员及包户干警共计50余人参
加会议。

会上，汝州法院党组成
员、政治处主任亓建文和驻村

工作队队长陈增洁就脱贫攻
坚最新政策进行细致讲解，要
求包户干警认真落实市脱贫
攻坚会议的精神，为贫困户送
上春联和面、油等慰问品。

会议结束后，包户干警驱
车赶到米庙镇于窑村，为于窑
村群众送去春联、面、油等慰
问品，并走访贫困户进一步宣
传扶贫政策，认真落实市脱贫
攻坚工作要求。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大娘，快过年
了，这是给您的春联，到时候
要是贴不成，我来帮您贴”。1
月31日下午，汝州市残联前
往蟒川镇杨沟村开展“迎新
春，送春联”入户活动，一副副
包含着新年祝福的春联，被送
往杨沟村村民家中。

活动中，汝州市残联帮扶
责任人帮助贫困户整理家务、
打扫卫生、同吃一顿饭。同
时，与贫困户亲切交谈，让贫
困户更加了解自己享受的扶
贫措施。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为
杨沟村村民送去了271副春
联，进一步加深了帮扶责任人
与贫困户的感情。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韩笑 高明哲 王欢欢

本报讯“没想到我这边刚
回家，你们就来送服务了！这
是家的温暖啊！”2月4日，家住
汝州市陵头镇申坡村的杨增勋
见到主动上门查找安全用电隐
患的供电员工，高兴地连声称
赞。

随着春节的临近，长期在
外务工人员开始陆续返乡。由
于家中导线、开关、刀闸、漏电
保护器等长期未使用，受潮湿、
灰尘、锈蚀等因素的影响，用电
时易出现异常。针对这一情
况，汝州市供电公司积极与当
地政府、村委会沟通，统计掌握

务工返乡人员家庭停用电情
况，建立档案，及时跟进，为其
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该公司
所辖的16个农村供电所成立
服务小分队，主动上门为返乡
人员义务检查家中线路设备及
电器运行情况，及时消除安全
用电隐患。同时，向返乡人员
发放农村安全用电宣传材料，
提高其安全用电意识和防范意
识。在各供电营业窗口开辟

“绿色用电通道”，简化服务流
程，为返乡人员提供优质便捷
的用电服务。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开展
上门服务89次，办理用电手续
57起，发放安全用电宣传材料
3000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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