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掉贫困帽才是利民之道
@老安abj：曾几何时，有些县领导削尖脑袋

争取贫困县的待遇，进入贫困县名单的则想方设
法保住这个称号，一顶贫困帽，真可谓难戴也难
摘。而从明年开始，五年内要消除贫困县，其黄
粱美梦戛然而止。

大河网网友“雨点叮咚”：衡量一县是否脱贫，
应当更多地从贫困户的收入等民生指标考虑，让
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才是脱贫的真正意义。

摘掉贫困帽才能扬眉吐气
@素造生活：五中全会决定 2020年贫困县全

部摘帽，只有五年时间，要做到得病不致贫，脱贫
不反弹，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纵观世界谁有这么
大的魄力？谁敢这么承诺？只有中国！

大河网网友“思念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让农民觉得在土地上有钱可赚、有利可得，不必
脑袋削尖了抛家弃子地往户口本含金量高的地方
钻。家乡摘掉穷帽，贫困县的百姓方能扬眉吐气。

再难也要上 实现精准脱贫
“2011 年以来，桐柏全县共投入各类资金 20

亿元用于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 年全
县农民人均纯收入 7251 元，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52.6%，累计减少贫困人口 1.5 万人。”日前，桐柏
县委书记莫中厚向记者介绍说。

“但桐柏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
困人口 5.2 万人，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多、返贫
压力大，精准脱贫任务艰巨。”莫中厚说，“下一
步，我们将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制定实施精准
扶贫攻坚计划。”为此，他提出了要强化“六大工

程”：今年要对 11 个贫困村每村投入资金不少于
400 万元；要实施易地搬迁扶贫工程，力争用 5 年
完成 5440 人扶贫搬迁任务；要发展特色产业扶
贫工程，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
体；要继续实施“雨露计划”，开展农村实用技术
培训提升工程；要实施金融支持扶贫工程；另外，
构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大扶贫格局，
实行省、市、县三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对我县 71
个贫困村全覆盖帮扶。

“今年，我们要稳定实现 7480 名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力争到 2019 年全县 71 个贫困村、5.2 万
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莫中厚说。

脱贫致富的志气要扶起来
“随着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2018 年

全面脱贫的节点越来越近，卢氏县还有 110 个村
1.62 万户 6.02 万人的贫困人口，扶贫开发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难度大，而且要实现以户为单位的
精准脱贫，更是难上加难。”据卢氏县委书记王战

方介绍，该县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深入研究新形
势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途径，如通过扶
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
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通过医疗救助扶持
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卢氏县县长张晓燕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不
少贫困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下一步，他们将
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教育引导，做好贫困群众思想
教育引导工作，先把大家脱贫致富的志气扶起
来，通过教育培训把大家科技致富的能力带起
来，让贫困群众成为扶贫攻坚的主人翁，进而早
日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

摘“贫困帽” 绘民生蓝图
“小康不小康，关键在老乡，没有农村的小

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目标就无从实现。”11 月 2 日，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副研究员袁金星告诉记者，河南尚有 38
个国家专项计划敲定贫困县，15 个省定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短短 5 年内摘掉贫困帽，各级各部
门特别是贫困县政府要坚定发展信心。

具体到今后的做法，袁金星认为，一是要明
确“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的总体要求。把扶贫
搬迁和引导贫困地区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
镇转移、向市民转变结合起来，合力攻坚。

二是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改革贫困
县的考核机制，降低甚至取消 GDP 考核在贫困县
考核中的比重，代之以社会发展、脱贫实绩为主
导的考核标准。

三是把产业化扶贫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采取政府主导、政策引导、社会参与、群众自主相
结合的方式，充分挖掘、盘活贫困地区的各类资
源，发展壮大贫困地区的农民合作组织，提高贫
困户的参与度、收益度，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四是要注重“精神扶贫”。突出舆论宣传引
导、脱贫典型带动、村民组织自治和培育新型农
民等重点举措，着力激发贫困群众脱贫意愿，增
强摆脱贫困、战胜贫困的勇气。

眼遇·河南

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双庙乡
常贾村，农民将收割的辣椒堆放在
庭院里晾晒，形成了一道亮丽的乡
村风光。常贾村贾明才介绍，由于
今年风调雨顺，从夏粮到秋作物，
都喜获丰收。“牛马年，好收田，老
辈人都这个劲说哩。”这个朴实的
村民脸上洋溢着笑容说道：“就是
辣椒收购价格低些，不过收成有那
么多，也亏不了。”

来源：大河网“眼遇”客户端
供图：大河网网友“流氓兔 aa”

火红农家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本报记者 张 磊 实习生 魏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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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培君 黄岱昕

摘掉“贫困帽”才是利民之道

十 八 届 五 中 全 会 公 报 提 出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目前，河南省有 53 个
贫困县，160多万贫困户，570多万贫困
人口，8100多个贫困村。

有网友说：“有的贫困县，常年靠中
央转移支付来解决财政问题。未来五
年要‘摘帽’，难度可想而知。钱来伸手
的日子结束了，考验当地官员的时刻也
到了！”如何按照中央要求，如期摘掉

“贫困帽”，让老乡过上好日子，成为网
友热议的话题。

这两天，一篇名为《金水城管之风云十五年》的
诗刷爆朋友圈，全文 16 段，共 336 字，四字文体，
对仗工整，读来相当有节奏感，文中透露了作者
干城管 15 年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城管在工作中
遇到的各种困难和辛酸，同时又流露出自身对城
管工作的热爱和期望，被网友赞为“诗经体”的

“城管之歌”。11 月 2 日，记者采访了该诗的作者
贺立辉。

网聚观点
这个城管挺实在，这个城管挺有才
@素衣轻语：一个正直又实在的城管，整个人

满满的正能量，15 年的心路历程，道出了一个小城
管到城管人的蜕变，激情也好，苦扛也罢，穿上这身
制服，担起一份责任！

网友“江南虫虫”：城管队伍里也卧虎藏龙啊！
这个城管挺实在，从他的诗里看得出城管工作的艰
辛与无奈，也看得出这位城管队员的热情与敬业，
行行都不容易，为城管同志点赞！

换位思考多些理解和包容
网友“金兵甲”：这是真实城管的写照，现在社

会很多盲目的人把城管给妖魔化了，每个职业都有
他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城管，街上该乱成啥样
了？多理解多支持，一大波正能量的城管正在为我
们的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网友“看花落尽”：社会发展，城市管理都离不开

城管职业，都体谅点。管好一个城市不仅仅是政府
部门、公职人员的事情，更要广大市民的理性参与。
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戾气，我们的城市才会更美好！

记者连线
穿着蓝色制服的“蓝精灵”也有好故事

11 月 2 日，焦点网谈记者采访了作者贺立辉。
他在一线干城管队员 11 年，当了半年副队长，现在
是金水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办公室主任。他说，

“这首诗能引起网友支持，我相当意外。作为一名
城管，我们一直自嘲、自黑、自娱自乐，我们就是要
做这么一群穿着蓝色制服的‘蓝精灵’，能改变一个
人的看法就改变一个。”

谈到这首诗歌为什么会在网上引起网友称赞，
贺立辉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它真实、真诚。“一般的城
管类新闻跟帖基本上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我
写的这首诗中的内容包括‘钻下水道’、‘商贩慢点
跑’等，均为事实。这也给了我一些启示：有感情的
文字才是好文字。”他说，城管工作已经绑定了他的
青葱岁月，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面对网上很多人对城管职业的误解和非议，贺
立辉总是微笑面对，他说，“误解和非议就像浮云一
样，总会飘过去。如果我们可以承担一些民众对社
会必然矛盾的情绪宣泄，起到‘肉盾’般的缓解作用，
那也是极好的。全社会，特别是一些新闻的‘标题
党’，引导了‘妖魔化城管’的浪潮，很多媒体和网友
可能看到的只是事件的‘截图’，代表不了真相和背

后的深层次原因，于是才会恶言相加。城管最缺什
么，是鼓励。骂城管只会让社会充满戾气，看到网上
对城管的一边倒攻击，我就想告诉大家，我这里有很
多好城管的故事，只是大家不知道。目前，城管以公
安警务室、交警警务室、城管执法公证服务室、城管
执法法律援助服务室、城管巡回法庭为主要形式的

‘四室一庭’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模式。诗中提到的
‘杜康’是我对城管系统的一个理想：有爹有娘，体制
顺畅，街头不再有打打杀杀，小贩不再会逃窜慌忙。
我梦想能有一部真实反映城管故事的电影拍出来，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真实生活。”

城管写诗能否真正获理解
□本报记者 张 磊

2001，激烈竞岗，坎坷入行，初尝沧桑，幸福
遐想；2002，迷茫彷徨，坚强心肠，无处释放，我
本善良……2004，任务成筐，案牍满箱，终日繁
忙，浮华景象；2005，磨刀擦枪，全民攻防，无处
遁藏，志在霓裳；2006，壮志激昂，“卫”冕登堂，
十年梦想，功成流芳……2009，捉刀撺忙，蹈火
探汤，默默苦扛，独立寒窗……2012，春来秋往，
新局登场，慨当以慷，携手半糖；2013，梦回故
乡，别来无恙，停止飘荡，再度靠航；2014，热情
飞扬，夜正未央，蓝剑蓝网，蒸蒸日上；2015，有
板有样，有料有汤，四室套房，只缺杜康。

金水城管之风云十五年

“为了让 2 岁的女儿感受父爱，一位上海 80
后父亲做出决定：卖掉价值一两百万元的房子和
公司股份，买了一辆价值 30 万元左右的房车，计
划用 5 年时间带女儿环游世界，上演了现实版的

‘爸爸去哪儿’。”11 月 2 日，该消息经焦点网谈官
方微信转发后，引发网友关注和讨论。

继“别人家的孩子”后，“别人家的爸爸”也成
了网友热议的焦点。当问及为何决定带女儿环
游世界时，这位父亲回答：“对于孩子来说，有一
个父亲陪伴的童年比什么都重要。”很多人赞成
他的做法，也羡慕小女孩有这样一位敢想敢做的
爸爸。网友“小胖微微”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
白！欣赏这位父亲的行事风格，也很感动他对女
儿倾注的那份浓浓的父爱。钱可以再赚，孩子的
童年只有一次，投资孩子比投资商业更明智。”网
友“青天白日歌”说，如有条件，相信很多为人父母
者都愿意这样做，既能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又能
陪着孩子一起长大，这无疑会让生活变得丰富多
彩，对谁来说都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有网友不支持这位父亲的做法，认为小孩应
该接受学前教育，没必要这么小就去周游世界。
网友“Trymax”认为，表达父爱的方式很多，环游
世界对大人来说可能意义更大，孩子的世界没有
那么复杂，他们需要的陪伴也很简单。与其羡慕
这位父亲“有钱任性”，不如多花时间陪陪孩子，
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孩子的爱。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网友说，这位爸爸
的做法可以点赞，但是无须复制。因为每个孩子
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只要
用心用温暖陪伴孩子成长，就一定是好爸爸！

与圣诞节、情人节一样，起源于西方的万圣节
如今也逐渐为中国年轻人所接受。但记者采访后
发现，万圣节目前出现了低龄化跟风现象，各种万
圣节作业让学生苦不堪言，有家长们直呼：“这分
明就是儿童鬼节”。顾女士在朋友圈晒出了一张
自己连夜制作南瓜灯的照片。和顾女士一样为此
烦恼的家长不在少数。面具、服装，甚至是各种帽
子、魔杖等配件，全套买齐花费也不小，一套几乎
都要 200元左右。（10月 31日 大河网）

近年来西方的万圣节正在逐渐变成了我国
“儿童鬼节”，超市万圣节的海报随处可见。披风、
骷髅面具、南瓜灯……不少市民在选购。可笔者
认为，“儿童鬼节”国产化应适度。

随着圣诞节、情人节的国产化，起源于西方的
万圣节如今也逐渐在国产化，西方的这个“鬼节”
不仅逐渐为年轻人所接受，而且不少幼儿园和小
学的孩子也在玩,不少学校尤其是幼儿园在万圣
节时都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还会邀请家长一
起参与。在西方的“万圣节”前夜，孩子们穿上服
饰、戴上面具，去挨家挨户敲门，索要糖果或者捣
蛋，非常有趣。万圣节是一个娱乐性很强的节日,
由于其“鬼节”性质,僵尸、骷髅等恐怖面具和服装
也是屡见不鲜，年轻人玩玩还可以,对于年幼的儿
童来说会影响身心健康。所以，幼儿园和学校不
宜“下任务”要求买道具组织活动。

其一，对于儿童而言,他们因年龄小根本理解
不了万圣节的意义,只是单纯地为了娱乐,更容易
表面化。其二，万圣节让儿童玩恐怖的道具或恐
怖的游戏,容易造成心理阴影,分不清现实和幻
想。其三，幼儿园和学校组织活动有违我国“德、
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鬼节游戏”不能强
加给学生。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儿童鬼节”国产化应适度
□李六合

桐柏县为千里淮河之源，自然环境优越，适宜茶叶种植，茶产业历史悠久，为
全省优质茶叶生产基地县、茶产业最具发展前景县。年产干茶 1430吨，年产值 4亿
元以上。桐柏所产的“桐柏玉叶”“桐柏红”茶均跻身省级名茶行列，已成为河南省
红、绿茶的代表。图为桐柏茶场工作人员正在采摘秋茶。 陈 康 摄

万圣节，孩子装扮恐怖造型。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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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向广大客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我行将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

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对鹤壁分行、漯河分行、三门峡分行和信阳分行
业务系统进行升级，其间我行部分营业机构暂时无法办理业务，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鹤壁分行、漯河分行、三门峡分行和信阳分行
（一）支付宝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2 日（周一）23: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23:00

（二）自助设备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5 日（周四）12: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三）网上银行、手机银行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6 日（周五）15:3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四）柜面业务暂停时间
2015 年 11 月 6 日（周五）17:00 至 11 月 9 日（周一）9:00
二、总行营业部、开封分行、平顶山分行、安阳分行、新乡分行、

濮阳分行、许昌分行、南阳分行、商丘分行、周口分行和驻马店分行
所有业务暂停服务时间分别为：

2015 年 10 月 31 日（周六）1:30 至 6:00
2015 年 11 月 7 日（周六）2:00 至 14:00
客户如需在我行上述营业机构系统升级期间办理业务，请提前

办理。
三、咨询与联系
如有需要，请拨打我行客户服务电话 96688 进行咨询。
衷心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中原银行部分分行系统升级公告 吸收合并公告
经义煤集团洛阳煤业有限

公司（合并前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以下简称甲）、义煤集团三
门峡煤业有限公司（合并前注
册 资 本 1000 万 元 ，以 下 简 称
乙）、义煤集团伊川区域煤业有
限公司（合并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下简称丙）作出的股东
决定，甲拟吸收乙、丙，合并完
成后，甲存续，甲拟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乙、丙将注销解散。
根据公司法和相关规定，合并
后各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
后存续的甲承继，请相关债权
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收到通知书的自本次公
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特此公
告！

遗失声明
▲河南山水房地产有限公

司原公章已销毁，声明作废。
▲河南警察学院治安系治

安学本科生高雅，学生证丢失，
学号：201302013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