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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暖民心 感恩送锦旗
国网原阳县供电公司驻村工作队精准扶贫获好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夏超 朱彬 文图

精准对接 结对帮扶
新乡医学院开展扶贫帮扶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通讯员 崔静 杨涛

本报讯 11 月 5 日上午，
国网原阳县供电公司院内迎
来了该县大宾乡金马张村一
群特殊的客人。
原来，该村 10 名老党员
在村两委干部的陪同下，把
“知百姓冷暖、为百姓谋利”
“初心不忘求精准、为民谋福
寻发展”两面锦旗，送到了原
阳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赵飞
和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芦玉斌
手中，感谢供电公司驻村工
作队长期以来对金马张村扶
贫工作所做出的无私奉献。
据 悉 自 2018 年 3 月 以

来，该公司新的驻村工作队
组建后，有针对性的改进了
精准扶贫工作，深入走访，逐
户排查，摸清村情户况；实施
一户一策，通过光伏扶贫项
目、黄河滩区养羊项目、现代
蔬菜农业大棚项目，让该村
贫困户有了稳定增收来源，
今年预计脱贫 89 户 371 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1.91%，符
合贫困村退出标准，为原阳
县打赢脱贫摘帽攻坚战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原阳县供电公司高度重
视扶贫工作，一直以来将扶

贫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
来抓，该公司在完成本职工
作的同时，充分保障了精准
扶贫的人员力量，一方面选
派青年骨干力量组建驻村工
作 队 ，另 一 方 面 指 派 公 司
142 名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
贫困户。在帮扶工作中不仅
按质按量完成了县乡两级政
府安排的工作任务，还结合
公司实际，积极开展产业扶
贫、孝老敬亲等特色工作，用
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了
金马张村村民和干部的一致
好评。

精准扶贫显大爱 危房改造暖人心

在辉县市“危房清零”行动中，多家企业参与到危房
改造志愿帮扶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波 通讯员 翟林杰
本报讯 近日，在辉县市
“危房清零”行动中，多家企业
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参与到危
房改造志愿帮扶中，为当地
“危房清零”注入新的力量。
11 月初，在辉县市常村
镇沿东村，一处宅基地上，五
六个工人正在绑钢筋、挥锹清
理渣土。站在一旁的户主段
福生颇为兴奋：
“ 几十年的老
房子，漏风漏雨，一刮风下雨
俺就担心，现在五龙山旅游集
团出资帮俺建房，真是太感激
了。
”
段福生是沿东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夫妻二人和 90 多
岁的老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家
房子被鉴定为 D 级危房。在
此次“危房清零”行动中，五龙
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与
常村镇政府对接，决定为他家
重 建 一 所 60 平 米 左 右 的 新
房。考虑到他们一家三口的
居住问题，沿东村两委商讨研

究，决定为他们另批一处宅基
地，等新房建好后再把老房子
拆除。
“房子不大，但是设计很
合理，俺三口住也得劲得很。”
对于将要动工建设的新房，段
福生满是期待。
为完成“两不愁、三保障”
中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工作任
务，按照辉县市委、市政府部
署，常村镇在全镇范围内开展
拉网式大排查，确保全覆盖、
无盲区，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切实摸清情况，全面进行整
治，实现全镇范围内没有一处
危房的目标。在“危房清零”
行动中，常村镇积极发动爱心
企业参与到农村危房改造志
愿帮扶活动，目前已有多家企
业认领任务。这些企业涉及
山水水泥、五龙山旅游集团、
常乐制药、亨利纸业、永联民
爆等，这些企业根据包联群众
房屋具体情况，计划对房屋进
行修缮或重建。为保证工程
质量，在施工过程中，各公司
还派出专业技术人员对各村
危房改造开展技术指导。

在常村镇常西村，村民郭
立重家中，三间老旧的砖瓦房
房顶修葺一新，屋内刚吊了
顶，墙壁也刚刚粉刷过。
“老房
子三十多年了，由于年久失
修，漏雨很严重，屋里潮湿的
很，但是老父亲和丈夫身体不
好，家里就靠我一个人打零
工，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修房
子真是没有钱。这次‘危房清
零’行动，真是让我们群众得
实惠了。”郭立重的女儿在一
旁感激地说。
志愿帮扶郭立重家的河
南省永联民爆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辉县分公司根据他家房
屋情况，出资为他们修补了房
顶，并将屋内重新粉刷、窗户
重装。
“ 精准扶贫我们企业也
应该出把力，帮助困难群众对
危房进行改造，也是我们的社
会责任。”永联民爆辉县分公
司副经理裴海超表示，他们公
司承担了 6 户维修 2 户重建任
务，公司将安排工人抓紧施
工，争取让贫困户早日住上新
房子、过上好日子。

本报讯 近日，新乡医
学院党委副书记郝红军带
领学校相关人员，前往新乡
医学院省派“第一书记”徐
刚珍所驻的延津县王楼镇
任庄村开展帮扶活动，为该
村送去了价值 1 万多元的粮
油和文体用品，并组织基层
党组织与任庄村的 13 家贫
困户结成了帮扶对子。
10 月 19 日，
“扶贫济困
献 爱 心 ，共 建 和 谐 任 庄 村
——新乡医学院国家扶贫
日”帮扶活动启动仪式在任
庄村村委会大院内举行。

启动仪式上，新乡医学院工
会相关负责人向任庄村捐
赠了大米、白面、食用油和
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价
值 1.4 万多元的生活物质和
体育用品。其中价值 1.2 万
元的大米、白面、食用油等
分批运送到任庄村爱心扶
贫超市供村民用积分卡兑
换；体育用品放置在大队部
供村民自由借用。
随 后 ，新 乡 医 学 院 25
个基层党委、党总支和直属
党支部书记与任庄村 13 户
贫困家庭进行了“一对一”
结对。

延津县狠抓水利施工
现场扬尘治理
□通讯员 李建彬 孙科
本报讯 加强扬尘治
理，延 津 县 相 关部门在行
动。据悉，延津县 2018 年
度农田水利项目县项目区
涉及 2 个乡镇 8 个行政村，
建设规模 2.438 万亩，由于
长时间干旱少雨，
致使水利
施工场地扬尘防控形势更
加 严 峻，该 县强化责任 意
识，细化工作方案，积极做
好施工场地及施工运输车
辆扬尘防治，
确保扬尘污染
得到有效治理。
该县成立农田水利项
目县工程建设项目施工场
地扬尘污染防治领导小组，

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和分工,
要求施工场地开工前做到
“六个到位”
，即：
审批到位、
报备到位、治理方案到位、
配套措施到位、监控到位、
人员到位；
施工过程中做到
“六个百分之百”
，
即：
场地周
边百分之百围挡、物料堆放
百分之百覆盖、出入车辆百
分之百冲洗、施工现场地面
百分之百硬化、拆迁场地百
分之百湿法作业、渣土车辆
百分之百密闭运输。城市建
成区施工现场做到
“两个禁
止”，
即：
禁止现场搅拌混凝
土、禁止现场配置砂浆。截
至目前，没有发生一起检查
和群众投诉的扬尘事件。

新乡市红旗区实验小学开展传统艺术进校园活
动，邀请了民间剪纸艺人来校为孩子们上课。10 月 30
日下午，五(3)班的同学们跟着老师学习剪纸，上完了
一节新奇而有趣的剪纸课后，他们兴奋地展示自己的
作品。通讯员 刘振奋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