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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富主持召开贯彻落实平顶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会
专题研究部署全市脱贫攻坚 要求做到“五个进一步”

每个贫困村建一个爱心超市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闵许娟
本报讯 5 月 14 日晚 8 点，汝州市委
书记陈天富主持召开贯彻落实 5 月 14
日平顶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大
会，专题研究部署全市脱贫攻坚工作。
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20 个乡
镇街道党（工）委书记，78 个帮扶局委一
把手，33 个行业部门一把手，55 个驻村
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了平顶山市委常委（扩
大）会议精神，下发了《关于印发贯彻落
实平顶山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工
作台账的通知》
《贫困户 2018 年度增收
脱贫指导意见》和《各级扶贫干部应知
应会》等文件。

会议要求，一是进一步开展档卡资
村村容村貌和贫困户户容户貌。由各
料“回头看”活动。坚持“三对照”，对所
乡镇街道统一组织实施，对辖区贫困户
有脱贫贫困户档卡信息进行逐户逐档
危房进行统一改造，改善贫困群众生活
校对，坚决杜绝“错退”现象。制定帮扶
居住条件。深入开展贫困村人居环境
台账，持续增加群众收入，做好群众稳
整治，严格对照“六通四有”标准，实现
定工作。二是进一步强化产业扶贫措 “六通四有”贫困村全覆盖。迅速启动
施。将小麦、玉米等传统种植业按规定 “六改一增”工程，切实改善贫困户生活
纳入贫困户产业增收措施，围绕光伏扶
环境。五是进一步提高贫困群众满意
贫等分红见效慢的产业扶贫项目，提高
度。分包贫困村的市级领导每月至少 2
贫困群众增收效果。切实用足用活金
次深入所分包贫困村调研指导工作，分
融扶贫政策措施，全力组织好金融扶贫
析研判解决存在的问题，推进脱贫攻坚
小额信贷工作，学习外地经验，研究制
任务落到实处。各乡镇街道深入开展
定农村合作社助贫模式。三是进一步
贫困户走访慰问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
强化行业扶贫政策落实。按照行业扶
量，在每个贫困村建立一个爱心超市。
贫目标任务，紧盯时间节点，倒排工期， 要组织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各帮扶单
切实落实行业扶贫政策，实现所有贫困
位、驻村工作队，到外地学习扶贫工作
户“应保尽保”。四是进一步改善贫困
经验。

汝州市召开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5 月份半月推进会

确保扶贫项目 5 月底前全部开工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
讯员 闵许娟
本报讯 5 月 14 日晚 9 点 20 分，汝
州市贯彻落实 5 月 14 日平顶山市委常
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后，紧接着汝州
市召开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5 月份半月推
进会，
将近期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听取了市扶贫办近期脱贫攻
坚工作汇报，20 个乡镇街道、33 个行业

部门分别作表态发言，市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对全市下步工作重点进行安排部
署。
会议指出，各相关单位，一定要按
照“百日攻坚提升”行动的要求和时间
节点，倒排工期，列出时间表，建立项目
推进台账，确保扶贫项目 5 月底前全部
完成招标手续，全部开工建设。要深入
推进“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专项治理
行动，完善考核评价和督查暗访等工作

机制，既督查脱贫攻坚推进情况，又督
查干部作风和精神状态，为全面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提供过硬的作风保障。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伟，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剑奇，市政府副市
长焦慧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
县级干部孙国正，市政府党组成员、副
县级干部史清秀，20 个乡镇街道党（工）
委书记，33 个行业部门一把手，55 个驻
村第一书记参加会议。

李游调研脱贫攻坚 夜宿寺上村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马鹏亮 文图
本报讯 5 月 14 日、15 日，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李游第三次到蟒川镇寺
上村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
5 月 14 日下午到达寺上村后，李游
走村入户，了解村容村貌改善情况，查
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通过走访贫困群
众，了解他们生产生活状况、个性化脱
贫项目实施情况，并鼓励他们通过外出
务工、政府扶持、产业发展等形式，进一
步提高经济收入。随后，与驻村工作
队、镇脱贫责任组、村组党员干部进行
座 谈 ，了 解 了 12 项 脱 贫 工 作 推 进 情
况。当晚，李游夜宿寺上村。
5 月 15 日一大早，李游继续深入走
访。随后，由蟒川镇党委书记平向阳主
持召开了脱贫攻坚座谈会，会上传达了

市脱贫攻坚第九次推进会议精神，传达
了汝州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措施的
指导意见。与会帮扶责任单位、帮扶企
业纷纷在座谈会上作表态发言，表示将
不遗余力助力寺上村脱贫攻坚工作，结
合自身实际在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就
业务工、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最大
限度的帮助支持。
李游强调，要充分发挥帮扶企业作
用，要在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
华予置业可以在寺上村建立荆条编织
扶贫加工车间，大喜临门公司可在寺上
村依托爱心超市建立实体店，平顶山银
行和荣兴公司要在金融扶贫、资金支持
上继续加大力度。要广泛开展爱心助
力活动，如为特困户、兜底户捐款活动，
上门免费义诊活动，免费播放有正能
量、教育意义的观影活动，送健康活动
等。

本报讯 5 月 10 日晚上，汝州市委
常委、统战部长张剑奇，带领市扶贫办
副主任陈志谨和黄柏村帮扶企业中原
银行汝州支行、河南龙森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公司、河南
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冒雨
到寄料镇黄柏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
作。寄料镇党委书记李建锋，安监局副

局长刘德祥陪同调研。
晚上 9:30，张剑奇部长召开黄柏
村 2018 年 第 三 次 脱 贫 攻 坚 推 进 会 。
会上，黄柏村支部书记田延涛、驻村第
一书记樊武正、黄柏村脱贫责任组组
长樊书卫分别对黄柏村基本情况、驻
村工作开展情况、脱贫攻坚任务推进
情况进行了汇报，帮扶企业负责人分
别进行了表态发言，市扶贫办副主任
陈志谨对近期脱贫攻坚主要工作进行
了讲解，寄料镇党委书记李建锋对寄

法院院长亲自填写
贫困户户档信息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杨松播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汝州市政
协副主席韩自敬，汝州法院党组书记、
院长杨长坡到米庙镇于窑村调研指导
脱贫攻坚工作。米庙镇党委书记杨守
伟，镇长薛栋杰，汝州法院党组成员、政
治处主任亓建文陪同调研。
杨长坡来到自己结对帮扶的困难
群众于合新家中，详细了解于合新家中
近期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亲自填
写贫困户户档信息，严格落实“三个一”
活动，并为其送上《农业产业扶贫技术
手册》。
实地调研结束后，在于窑村党群服
务中心召开了座谈会。韩自敬强调，全
体人员要做到心中有数，认清扶贫工作
中的短板，规划好下一步打算；做好扶
贫产业，要根据于窑村的实际情况发展
新产业，
例如种石榴树、建窑洞农家乐。
最后，杨长坡再次来到于窑村农田
水利维修养护工程工地，察看了工程进
度。

市旅游局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

制定切实可行的
旅游行业扶贫政策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郭冰冰

李游走村入户,与村民打成一片。

张剑奇冒雨到黄柏村调研脱贫攻坚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市领导深入于窑村
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料镇脱贫攻坚推进整体情况进行了汇
报，特别是对黄柏村脱贫攻坚任务存
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进行了充分的分
析、研判和安排。在认真听取了大家
的发言后，张剑奇指出此次会议是落
实省委、平顶山市委、汝州市委决策部
署的要求，也是当前推进黄柏村脱贫
攻坚工作的需要。要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平顶山市委和市第九次脱贫攻坚
会议精神，以时不待我的紧迫感做好
黄柏村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本报讯 5 月 10 日上午，在汝州市第
九次脱贫攻坚推进会结束后，市旅游局
迅速组织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该局班
子成员、股级以上干部及驻村工作队成
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该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慧娟传
达了汝州市脱贫攻坚第九次推进会议精
神，并对入户对接、驻村帮扶、工作作风
及行业扶贫等方面工作进行了重点安排
部署。
李慧娟指出，全局上下要严格按照
市委市政府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
端正思想、完善制度、落实责任，要高要
求、高标准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行业扶
贫政策，倡导所有企业积极自主参与到
扶贫攻坚任务中来；针对全市各旅游扶
贫村，要加快引流扶贫企业，努力开发旅
游产品，拓宽旅游商品销售渠道，努力扭
转旅游行业扶贫被动局面。同时，全局
要结合工作实际，进一步加大入户帮扶
力度，强化责任，加强沟通，坚决打赢全
市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