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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街道开展扶贫专项捐款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
讯员 刘亮果

本报讯“让我们伸出援
助之手，积极参与到此次精准
扶贫活动中来，扶贫帮困，慷
慨解囊，助力贫困群众加快脱
贫致富步伐……”6月11日上
午，钟楼街道“凝心聚力献爱
心、精准扶贫奔小康”专项捐
款活动在办事处5楼会议室
举行，钟楼办事处主任王似阳
受街道党工委书记姚桃叶委
托，在机关全体大会上发出呼
吁，并带头在捐款箱内献上一
份爱心。

根据《汝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在全市开展“凝心聚
力献爱心、精准扶贫奔小康”
专项捐款活动的通知》文件要
求，钟楼街道积极响应，号召
全体干部职工情系贫困群体，
积极奉献爱心，为贫困家庭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捐款活
动中，机关班子成员率先垂
范，全体干部职工积极响应、
踊跃参与，截至当天下午 6
点，共捐赠善款4600余元。

目前，捐款活动还在持续
进行中。下一步，钟楼街道将
按要求把所筹募款项汇款到
指定扶贫账户，从而深入推进
精准扶贫工作持续化。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丁亚伟

本报讯 日前，洗耳河街
道举行“凝心聚力献爱心、精
准扶贫奔小康”专项捐款活
动，全体干部职工参加捐款活
动。

洗耳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
示，捐款捐物、奉献爱心，这是
帮助贫困户的具体体现，也是

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具体
行动。下一步，洗耳河街道要
将这项活动经常性地开展，不
仅面对贫困户，还要将爱心及
时传递延伸至生活困难的低保
户、特困人员、残疾人、优抚对
象中的困难户、在校特困生和
因突发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村
民。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收到
捐款4150元。

洗耳河街道开展扶贫专项捐款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
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
员 张亚楠

本报讯 6月11日，汝州市
残联57名帮扶责任人顶着烈日
前往蟒川镇杨沟村开展“三个
一”走访慰问活动。

“快进屋，这么热的天，您
还惦记着我们，都不知道要说
些什么好了，来来，先吃个桃
子，可甜了。”家住杨沟村的贫
困户石统英拉着帮扶责任人的
手亲切地说道。

石统英，今年62岁，属于4
级言语残疾，常年一个人生活，
儿子在外务工，女儿早已出嫁。
她所居住的房屋常年漏雨，市残
联帮扶责任人与驻村工作队经

过协调，目前正在为石统英家危
房改造，争取在雨水多发季到来
前解决其漏雨问题。

随后，帮扶责任人走访了
其他的贫困户，与他们亲切交
谈，完善资料，并帮助他们打扫
卫生、整理家务、同吃一顿饭，
使贫困户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与关怀。

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
邱凯利表示，近期已把贫困户
提出的问题、困难全部列入帮
扶计划中，并根据贫困户需求
为其解决，现已全部进入施工
阶段。同时，要求大家把贫困
户家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要
时常过来看看，有困难、有问题
尽早帮助其解决，将扶贫政策
落到实处。

市残联走访慰问贫困户

平顶山市脱贫攻坚现场观摩活动
在夏店镇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李伟恒通讯员平党申

本报讯 6月10日上午，平顶
山市脱贫攻坚现场观摩活动在汝
州市夏店镇举行，平顶山市委常
委、副市长摆向阳，平顶山市政协
副主席张弓，平顶山市有关局委
和各县市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了观摩活动。汝州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刘鹏，副市长焦慧娟，汝
州市有关局委和夏店镇党政负责
人陪同参加了观摩活动。

在夏店镇扶贫易地搬迁小
区荆润新居，与会人员听取了夏
店镇脱贫攻坚工作汇报，进入搬
迁户家中，实地考察搬迁户居住
环境，询问搬迁户致贫原因、主
要收入来源、对居住环境的意
见；与会人员还集体参观了荆润
新居小区便民服务中心、幼儿
园、爱心超市、党员之家、矛盾纠
纷民调中心、扶贫种植专业合作
社，对荆润新居位置优越、交通
方便、配套设施齐全、脱贫成效
明显给予了充分赞许。

在河南华扬农牧有限公司
孔寨丹豫分场，与会人员听取了
该场助力脱贫攻坚实施畜牧分
红、吸纳贫困户劳动力增收等情
况汇报，实地参观了该厂养殖建
设发展情况。在夏西村扶贫车
间，与会人员听取了汝州市扶
贫车间建设情况汇报，实地参
观了夏西村扶贫车间艾草加工
生产现场，详细询问夏店镇艾
草种植生产规模和扶贫车间艾
草销售和安排贫困户就业增收
情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李
伟恒 通讯员 任恬璐

本报讯 日前，庙下镇组
织开展了精准扶贫专项捐款
活动，镇全体机关成员、各站
所负责人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中，庙下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郑红岭作了精准扶贫

专项捐款活动动员，镇班子
成员率先垂范，带头参与，全
体机关成员积极响应，纷纷
慷慨解囊，踊跃捐款，奉献爱
心。本次活动共募集扶贫帮
扶资金4000余元，镇党委将
建立精准扶贫专门账户，由
专人管理，镇纪委实行全程
监督，统筹用于镇精准扶贫
工作。

庙下镇开展扶贫专项捐款活动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陈闪闪

本报讯 日前，煤山街道召开
辖区企业精准扶贫座谈会，开展企
业参与精准扶贫活动，带动更多的
爱心企业和社会力量，关注、关心
并参与扶贫攻坚社会公益事业。

与会人员学习了汝州市脱
贫攻坚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汝州
市“百企帮百家”精准脱贫活动
意见、《汝州市 2018 年贫困户

“六改一增”指导意见》文件精神
及《煤山街道辖区企业精准扶贫
实施方案》，共同观看了煤山街
道2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居住环

境状况PPT，听取了煤山街道贫
困户的基本情况、扶贫工作措施
及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活动的目
的意义等情况介绍。

与会24家企业家表示，将根
据自身实际，对煤山街道建档立
卡贫困户居住条件改善、“六改一
增”工作进行捐款贡献爱心活动。

煤山街道发动企业助力脱贫攻坚工作

小小艾草产业 助力脱贫攻坚

6月8日下午，记者沿着弯
弯曲曲的盘山公路一进入刘何
村地界，就被山坡上一片片碧绿
的草地吸引住了。齐腰深的艾
草随风摇曳，散发出脉脉清香，
令人顿时心旷神怡。正在附近
放羊的一名村民高兴地告诉记
者：“这些艾草过去只有在端午节
清早起来才去地里薅上一把，挂
在门口辟邪。过了这一天，它就
是一把野草没啥用。想不到现在
却成了香金金。村里的群众脱贫
致富全靠它了。”正说着，闻讯而
至的汝州市大艾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赵朝辉，热情邀请记者
到村里的扶贫车间看看他的艾
草加工基地。在该公司的刘何
村艾草加工基地，记者更是看到
了一番繁忙的生产景象。正值第
一茬艾草收割季，满载着干艾草
的拖拉机源源不断驶进基地仓
库，工人们在忙着卸车和堆放小
山一样的艾草；加工车间里，10
余名农村女工正在忙着生产艾
条，记者一打听，这些女工全部是
来自刘何村的贫困村民，贫困户
王小珍说她每月可以拿到1500

元左右的工资。
该公司负责人赵朝辉年轻

帅气，而且很有头脑，他笑眯眯
地告诉记者，他的这个基地是在
市人大、大峪镇政府的帮助下于
2015年12月成立的，当年发展
艾草实验基地 20亩。到 2017
年已带动邢爻村、刘何村贫困户
及其他村民发展艾草种植130
亩。在此基础上，于今年1月在
市扶贫办的大力支持下，利用建
成的扶贫车间筹备艾草加工基
地，4月投产后安排10名贫困村
民从事生产加工。“这个加工车
间满负荷生产时可以年收购艾
草1000多吨，带动周边2000亩
至4000亩的种植面积，每亩地
的收入在2000元左右，种植户
年创收入600万元以上。艾草
一次种植多年收益，每年可以收
割3次，而且管理粗放，是山区
村民脱贫致富的一条好出路。”

据了解，该公司生产的“健康
之艾”“大艾蓉美”等艾条系列产
品，全部依托公司自创的微商平
台“艾美丽灸健康”“艾灸商城”
实现线上销售，目前供不应求，运

行1个多月来线上月销售额已突
破1万元。该公司的生产销售模
式不仅吸引了周边的贫困户纷纷
加盟扩大种植，而且连其他乡镇
的艾草种植户也加盟进来。当
天前来送艾草的蟒川镇郝沟村种
植户郝延兵羡慕地说：“今天看了
这里的生产加工规模，听了他们
的销售模式，很是激动，郝沟村也
有100多亩的种植面积，而且其
中贫困户也不少，希望能把这种
模式引进过去，再发展一个这样
的加工基地。”

健康扶贫义诊进钟楼 300余名群众受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刘亮
果

本报讯“现在政策多好吧，
办事处的同志隔三差五地来家
里慰问，前段时间又给俺家收拾

得干干净净的，今天还派医生上
门来给俺闺女看病，真的太感谢
了。”6月12日，当钟楼街道办事
处干部职工带领汝州市中医院医
护人员冒着酷暑上门开展健康义
诊活动时，程楼社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王全义老人感激地说。

钟楼街道联合汝州市中医院
驻村工作队，依托其强有力的医
疗资源优势，组织19名骨干医护
人员为钟楼街道程楼、拐棍李社
区300多名贫困群众进行了内
科、外科、彩超、心电图、血压、血
糖等多项检查。

凝心聚力献爱心
精准扶贫奔小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
春 通讯员 郭营战 文图

本报讯 山沟里一种原本
普普通通的野草，因为一家制
售艾条的电商企业的入驻而身
价倍增，不仅让靠天收的山坡
地从此一片生机，也带动了周
边100余户贫困户逐步脱贫致
富。这种美丽的野草名曰艾
草，故事就发生在汝州市大峪
镇刘何村。

女工正在忙着生产艾条

山坡上碧绿的艾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