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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纸坊镇：

146 个党员扶贫小组助力脱贫攻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通讯员 庄耀东 闵振安

本报讯“看着眼前的变
部、致富能手在精准扶贫中
化，能住上这样的好房子，多
的示范引领、对口帮扶、技能
亏了镇里的关心和帮助。”7
传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月 9 日，纸坊镇留王村 3 组 44 得 到 了 贫 困 户 的 认 可 和 好
岁的贫困户杨丙召激动地
评。
说。
据汝州市纸坊镇主管扶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广
贫工作的负责人平向化介
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工作
绍，以纸坊镇留王村为例，其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全面提
村支部书记姚增欣高度重视
升抓党建促脱贫水平，纸坊 “7+1”党员扶贫小组的筹建
镇党委立足本镇实际，创新
及运作工作，严格按照镇党
扶贫模式，党群合力攻坚，建
委的工作部署，召开村两委
立健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此项工
工作队长、帮扶责任组长、帮
作，根据本村贫困户的情况，
扶责任人四级责任体系，成
从 54 名党员中选拔 20 名优
立“7+1”党员扶贫小组，明确
秀党员，4 名不同类型的致富
分工，压实责任，确保脱贫攻
能手，由自己担任组长，成立
坚工作落到实处。
了 4 个 党 员 扶 贫 小 组 ，并 提
“7+1”党员扶贫小组是
出了具体的帮扶要求。4 名
纸坊镇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工
不同类型的致富能手根据贫
作中的一种党员扶贫模式， 困户的自身特点，作了一对
是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干部在
一的业务对口派对，尤其值
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示范引领
得一提的是，该村建档立卡
作用的一种创新。
“7+1”即由
贫困户残疾人杨丙召，自幼
各村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任组
患类风湿，行走不便，生活不
长加 5 名党员和 1 名致富能
能自理，但其身残志坚，凭着
手共同帮扶 1 户贫困户。这
自觉练就了一副好口才，有
种帮扶模式的最大优点是突
较强的民间纠纷调解能力，
出党员的帮扶作用，致富能
凭着高超的说话技巧，化解
手的技能传导作用及村支书
了不少邻里纠纷，是村里出
的引领作用，让贫困户随时
了名的“和事佬”。凭着对电
感受党的温暖，激发贫困户
工的喜爱，又自学并掌握了
内生发展动力，增加贫困户
家电维修技术，村支部书记
自身造血功能。
姚增欣根据杨丙召的自身优
“7+1”党员扶贫小组启
势，让其担任村级义务调解
动以来，村支部书记、党员干
员，参与村里移风易俗的政

策宣传、红白大事、村规民约
的管理等有关事宜。
同时，姚书记还根据练
就的一项家电维修技术，让
他担任村级家电维修义务修
理工，为他办理面额 20 分的
爱心卡，规定其每为村民修
理一次电器，报党员扶贫小
组记 1 分，分值为 1 元，20 分
发一张爱心卡，每月凭爱心
卡到村里爱心超市领取生活
物品，做到了因才使用，为其
搭建了自我展示的平台，催
生了他的自我发展动力，增
强了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
能，实现了变输血为造血的
转变。
据了解，目前该镇共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 146 户，户户
成 立 了“7 + 1”党 员 扶 贫 小
组。146 个党员扶贫小组，按
照扶贫工作要求，从扶贫政
策宣传，扶贫措施制定，扶贫
项目筛选、扶贫资金落实、危
房改造、六改一增、扶贫政策
明白墙制作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帮扶。7+1 党员扶贫小组
建立以来，通过合力攻坚，47
户贫困户危房改造全部完
工，137 户“六改一增”项目已
全面完成，33 户贫困户居住
环境改善全面完工，贫困户
对镇党委政府真扶贫、扶真
贫工作给予高度认可，满意
度不断提升。

汝州市召开
全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推进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郝鹏胳 文图

此次会议。根据《汝州市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汝办〔2018〕
18 号）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工作安排，市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领导小组制定了《2018 年河南省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
市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人社
局、环保局、住建局、工商局、食药监
局、安监局、行政服务中心等 10 个重
点单位依次就本单位信用体系建设
前期的开展情况进行了详细汇报。

全国法院一盘棋
合力攻坚执行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陈志飞 张旭
本报讯 全国法院一盘
棋，合力攻坚执行难。2018
年是“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攻
坚之年、决胜之年，在全国法
院一盘棋，执行联动织就的
恢恢法网之下，让失信被执
行人无处藏身。
7 月 5 日下午，汝州市人
民法院执行局迎来了郑州市
金水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
员。
“你好，
同志！我们是金水
区法院执行局的，
我院有一起
执行案件被执行人在汝州市
辖区，
我们过来是请求你们协
助配合一下我们执行工作”
。
汝州法院执行局副局长
闫鹏飞听过案情介绍后，考
虑到金水区法院来异地执
行，路途遥远，艰辛不易，立
即组织执行干警紧急集合，
采取执行联动措施全力配合
兄弟法院。由副庭长孙洪涛

寻亲公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员 丁亚伟

我叫杨桂花，家住汝州市
万基花园 30 号楼，于 2016 年 3
月 13 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中堂
医院门口捡到一男婴（用红毛
毯包裹穿一小红肚兜），一直与
我夫妇生活至今，望孩子亲生
父母看到后及时与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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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出动警车 1 台、干警 6
名，驱车 50 余公里前往蟒川
镇深山中某工厂。
到达执行现场后，两家
法院相互配合对该厂的情况
展开调查取证，并对相关当
事人释法明理督促其尽快履
行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法律
义务。至此，此次异地联合
执行任务圆满完成，金水区
法院执行干警紧握孙洪涛的
手：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孙
洪涛说：
“ 全国法院是一家，
这么热的天，你们大老远跑
过来也很辛苦，全力配合兄
弟法院执行都是应该的。”
汝州法院执行局在执行
攻坚战中讲政治、顾大局，注
重树立整体思维，强化执行
协作，高效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共同依法打击拒执
犯罪。

永城市政协考察团莅临
南关社区考察
本报讯 日前，永城市政
协考察团一行十人来到洗耳
河街道南关社区考察调研，
详细了解社区棚户区改造建
设情况，对南关社区充分发
挥党员作用服务社区建设及
社区浓厚的党建氛围给予充
分肯定。
在汝州市政协党组副书
记、副主席张志伟，政协党组
成员、
副县级干部余占营等陪
同下，
考察团观看了南关智慧
社区专题片，
实地察看了南关
社区党员群众文化活动大厅、
南关街史馆、同乐艺术团、矛
盾调解化解室、红色网络家
园、
党员活动室等。考察团成

会议现场

本报讯 为推动汝州市信用体系
建设再上新台阶，7 月 6 日上午，汝州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在市
文化体育中心电商大厦 10 楼召开全
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题推进会，听
取 10 个重点单位依次就工作前期开
展情况做详细汇报，宣读 2018 年下半
年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要点及七月份工
作推进安排。市政协主席陈国重，
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杨辉星出席会议，
全市
创建社会信用体系的主管副职参加了

河南汝州：

员边走边议，
对南关社区浓厚
的党建氛围所吸引。
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占国
向考察团成员介绍了南关社
区棚户区改造的相关情况，
并详细介绍了回迁后社区充
分发挥党员作用服务社区管
理的经验做法。
南关社区是汝州市第一
个实施棚户区改造、第一个
建成投用并实现居民回迁的
社区。
考察团成员通过实地查
看、听取介绍，实地感受南关
社区浓厚的党建氛围，并为
社区广大党员群众主动参与
社区管理给予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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