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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日记

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走进全国文明家庭

眼瞅着全县脱贫进入倒计时，收

尾工作更是事情多。我脖子上插的

临时透析管又到期了，左胳膊的埋管

不足三个月，县医院也不敢替换，还

要抽时间去郑州的医院问问咋办。

这尿毒症，真会忙中添乱。

今天，给马大娘送帮扶政策明白

卡，她又是拉着我一通抹泪，叮嘱我

多休息。其实，看着她老两口生活有

了保障，我觉得一切都值！

今年1月，我第一次走进扶贫村闫

河屯村。该村2012年被定为贫困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83户299人，他们如何脱

贫是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驻村后，我先从基层党组织建设

入手，提高党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

战斗力。以转业退伍军人、务工回乡

青年、致富能人等为重点培养对象，做

好发展党员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后

备干部工作，为村两委班子注入新鲜

血液、增添活力。

此后，针对 2016 年的 26 户 79 人

的贫困村民，一户一卡建立档案，并

与包村干部直接对接，开展“一对一”

的帮扶脱贫。组织劳动力转移 20人；

发展高效农业 21 户、养殖户 3 户；发

展特色增收项目 5 户；为 8 户贫困户

申请了贴息贷款……

今年 11月，我被家人架到郑州治

疗，没想到收到了人生中第一张“病

危”通知书——尿毒症 5期，双肾功能

丧失，腹部积水严重，肺部感染。好

在，医生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妻子说，那阵子，感觉“天都塌

了”。村党支部书记闫克伟来看我，

也直掉泪。有的村民还去查了血型，

希望能帮我。

身体都这样了，还要扶贫？家人

朋友都埋怨。我是不想躺在床上，干

着活忙碌着心里还亮堂些。现在晚

上透析，白天工作，我只想在可以走

得动的时候，再为村里多干点事儿。

今年，村里新修道路 7000 米，农

田水利打井配套 65 眼。可我还有好

多事儿没有干。向单位申请的 5万元

资金已到位，等开春后，将村里 5条街

道全部装上新的路灯，让俺村村民都

亮亮堂堂过日子。③6

（本报滑县报道组 整理）

昨天是冬至，在贫困户蒋世花家

慰问时，聊起往昔的艰辛困顿，想起

现在的幸福日子，这个坚强的女人流

下了热泪。

在村里，蒋世花家的贫困程度原

来最严重，丈夫蔡尚正几年前身患重

病，治病欠下大笔债，家里仅靠儿子

打工挣钱，入不敷出。

她家是村里贫困户的一个缩影。

“不想活，去许河，要发愁，来姜

楼”，这是第一次到村里，村支书蔡建

设送给我们的一句话。调查后发现，

这句话虽有些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村子的状况。

许河乡蔡姜楼村位于兰考最东

部，距离县城 50公里，由于耕地少、浇

灌用水水质差，村民大多外出务工。

村集体经济一片空白。

刚开展工作时，村民不太搭理我

们。费心费力为村里修路，一些村民

却不理解。

为了帮助贫困户脱贫，我们结合

县里的到户增收政策，扶持贫困户发

展种植、养殖、加工等项目，从根源上

解决贫困问题。经过我们一次次入

户走访，最后有 20家实施了到户增收

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成效明显，

实现了稳定脱贫。同时，积极改善村

里的基础设施，开展乡村文化建设，

蔡姜楼村变得美丽和谐起来。

针对蒋世花家的情况，我们反复

找她谈心。为她家申请了低保救助，

帮助发展了鸭棚项目。现在，鸭棚项

目一年能收入 5 万多元，家里的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昨天看到她家人围坐

包饺子的温暖场面，心里着实高兴，这

家人的精神面貌也已今非昔比。

有一次，我和队长徐宏亮正在做

饭，蒋世花送来几个柴鸡蛋，我和队

长硬关上门把她“撵”走了。今年春

天满村槐花飘香，蒋世花又提来两大

袋子槐花，硬塞给我们，谁知回家后

看到满满的槐花中间竟然躺着 6 个

“白胖”的大鹅蛋。

每每想起槐花和鹅蛋，心中就涌

起阵阵暖流。仅仅帮群众解决了一

点点问题，就收获这样一片真情，这

或 许 是 世 界 上 性 价 比 最 高 的 投 入

吧。③5（本报兰考报道组 整理）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董学彦）
12月 22日，全省冬春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现场会在许昌举行，会议贯彻
落实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安排部署我省相
关工作。副省长王铁参加会议。

9月份以来，我省大力推进冬春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目前已完成计
划任务的 67%，较去年同期提高了
15个百分点，新增旱涝保收田134.3
万亩，新增、恢复灌溉面积 246 万
亩，新增、改善除涝面积 174万亩，
新增节水灌溉面积 143万亩，改造

中低产田面积 134万亩，各项指标
完成率均居全国前列。

会议要求，下一步，冬春农田水
利基本建设应突出重点，加快灾损工
程修复，继续完善农田水利工程体
系，大力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加强防
洪抗旱薄弱环节建设，做好水利扶贫
攻坚工作，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

王铁说，要总结经验，进一步提
升农田水利工程建管水平。狠抓责
任落实，强化组织保障，迅速掀起冬
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高潮，为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作出新的贡献。③6

□本报记者 李凤虎

在郑州市二七区永安东街社区
保全街95号院，有一个不平凡的家
庭，那就是著名民族英雄杨靖宇（原
名马尚德）将军的儿媳妇方秀云一
家。社区居民提起这个全国文明家
庭，人人称赞。

“今年10月 30日，我的母亲病
逝，享年 92岁，母亲的临终遗愿就
是让我们一家人继续把家风传承
好。咱是抗日英雄的后代，咱家可
不能出孬种，再苦再难坚决不能以
英雄后代的名义向组织提任何要
求。”12月19日上午，正在家里收拾
母亲方秀云遗物的马继民，谈起母
亲，眼含热泪。

“父亲去世早，母亲独自一人抚
养我们兄妹 5人，吃了很多苦。母
亲生前常用四句话教育家人，‘平凡
中严要求、平常中有责任、平静中不
落后、平淡中懂知足’，这‘四平’精
神也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家风和家
训。”马继民告诉记者。

方秀云是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

的儿媳妇，她和丈夫马从云生有 3
男2女，39岁那年丈夫病逝，她含辛
茹苦把5个孩子拉扯大。目前，5个
孩子全是铁路系统的普通职工，均
是共产党员，分别在各自岗位上多
次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现在除了小儿子马继民上班外，其他
4个子女均已退休。马继民说：“平
时工作和生活中，我们一家人从来没
有在人前提起杨靖宇就是自己的祖
辈，因为我们知道，不能在祖辈的功
劳簿上伸手向组织要关怀，而是要继
承这种英雄气节，挺直腰板做人，要
靠自己双手辛勤劳作去获取。”

“母亲生前经常教育我们：长大
了一定要给爷爷增光添彩，不要给爷
爷脸上抹黑。工作能力大小是一回
事，但是人品一定要好，做人第一。”
马继民说，“虽然母亲走了，但我们一
定要继续把家风传承好，现在我们这
一个大家庭共22口人，最小的 6岁
多。我们兄妹5人平时教育自己的
下一代，要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勤俭
持家、热心助人，好好学习和工作，多
为人民服务，才对得起祖辈。”③6

迅速掀起冬春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咱是英雄的后代，
咱家可不能出孬种”

就想再为俺村办点事儿
滑县半坡店乡闫河屯村第一书记 齐尚山

12月22日 星期四

难忘那一袋槐花
兰考县许河乡蔡姜楼村驻村工作队队员 王园园

12月22日 星期四

一把手访谈

推进郑许融合发展，对于许昌发挥优

势、借力发展、提升在中原城市群中的战略

地位意义重大。今后五年，许昌市将把推

进郑许融合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大战略、

主战略，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融入郑州

大都市区中走在前列，着力把许昌打造成

为郑州大都市区的亮丽“南大门”。

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副局
长，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待遇
的离休干部郁宝舜同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2016年 11月7日在郑
州逝世，享年90岁。

郁宝舜同志 1927年 11月出
生于江苏太仓，1945年 8月参加
工作，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江苏省太仓县独立大队
宣传员；豫皖苏交通总局八分局
收发、干事；驻马店市邮电局局
长；河南省邮电管理局办公室副
主任等职。1988年11月离休。

郁宝舜同志作风正派、为人
正直、组织观念强，具有很强的组
织领导能力和丰富的工作经验，
为河南邮电事业的创建和繁荣发
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郁宝舜同志逝世

□本报记者 董学彦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加快郑新、
郑许、郑焦融合发展，建设组合型大都
市地区，提升对全省发展的辐射带动
能力”，这既为许昌今后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为许昌在“决胜全面小康、让
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列提供了重
大历史机遇。

中共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在接受
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后五年，许昌市将
把推进郑许融合发展作为未来发展的
大战略、主战略，乘势而上，主动作为，
在融入郑州大都市区中走在前列，着
力把许昌打造成为郑州大都市区的亮
丽“南大门”。

搞好顶层设计，谋划郑许融合“路
线图”。武国定说，加快郑许融合发
展，必须做好规划，高起点、高标准搞
好顶层设计。围绕加快郑许融合发
展，许昌市提出了“依托郑州、对接空
港、发挥优势、错位发展”的总体思路，
成立了由书记、市长牵头的郑许融合
发展领导小组，专题专案专业推进郑
许融合发展工作。目前，许昌已着手
编制郑许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和许港
产业带、现代物流业发展、轨道交通一
体化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等专项规

划。下一步，许昌将抓住国家支持中
原城市群发展、我省加快建设郑州大
都市区的机遇，及时跟进对接，深度研
究谋划，进一步健全加快郑许融合发
展的规划体系，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抓好四个对接，驶入郑许融合“快
车道”。武国定表示，下一步，要依托许
昌的交通、区位、产业和生态，尤其是毗
邻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优
势，抓好“四个对接”，推进郑许融合。

着力加强交通对接，推进郑万、郑

合高铁许昌段建设，加快焦作至平顶
山许昌段、许昌至信阳、兰南郑尧高速
公路联络线建设，抓好许昌至机场快
速通道、国道107线许昌境改建建设，
实施新郑机场至许昌轨道交通建设，
形成郑许之间立体快捷交通网络。

着力加强产业对接，突出抓好中原
电气谷、大周产业集聚区、中德产业园
和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建设，培育壮大电
力装备、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汽车、超
硬材料、食品、发制品、有色金属等产业

集群，大力发展与航空经济相配套的
航空物流和冷链物流，构建支撑郑州
大都市区发展的许港产业轴带。

着力加强生态对接，立足许昌的
水系、花木、绿化等基础，积极推进国
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大力发
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养老，打造独具特
色的生活居住、休闲娱乐、旅游度假、
健康养老“目的地”，使许昌真正成为
郑州的“南花园”。

着力加强平台对接，主动融入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充分利用郑州综
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
等平台，积极申建许昌保税物流中心，
加快实施郑许通信一体化，实现郑许
之间各类平台的共建共享，逐步形成
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武国定说，推进郑许融合发展，对
于许昌发挥优势、借力发展、提升在中
原城市群中的战略地位意义重大。许
昌市将牢牢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
拿出干事创业的拼劲、狠劲和韧劲，明
确推进郑许融合发展的时间表、路线
图和任务书，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省第
十次党代会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③5

打造郑州大都市区的亮丽“南大门”
——访中共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

齐尚山（左）到
贫困户家中走访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12 月 21 日，
王园园（左二）在村
里看望贫困户并一
起包饺子⑨6本报
记者 史长来 摄

▶12月22日，焦作市马村区50兆
瓦光伏生态农业项目建设工地，工人正在
紧张施工。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预计
明年1月份建成并网发电，将有效带动
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⑨6 刘金元 摄

▲12月 22日，舞钢中泰新能源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充电桩。该
企业抓住电动汽车低碳低能耗出行的发
展机遇，年生产各类充电设施4万余套，
先后为上海、深圳等地停车场配套充电
桩2000余套。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2月 22
日，为期 4天的河南进口商品博览
会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T1航站楼
启幕，这标志着郑州机场T1航站楼
功能转型迈出实质步伐，开启了“蝶
变”商业综合体的征程。

此次博览会由河南省机场集团主
办、河南航港世贸有限公司承办，并得
到了浙江义乌小商品城集团的支持，
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参展商300多
家，展位1500个，参展商品包括进口
家居用品、进口食品等多个品类，分设
跨境电商、国际贸易服务商、平行进口
汽车、国际美食等特色展区。据介绍，
此次博览会上来自80多个国家的上
万种商品都将在展会期间以免税超低
价的正品在现场展出和销售。

“此次博览会的举办，标志着

‘航港世贸’项目投入运营。”河南省
机场集团董事长杨献波介绍说，航
港世贸项目即郑州机场T1航站楼
综合体改造项目，项目完成后，在郑
州机场T1航站楼和GTC商业区域
会形成一个大规模、高品质的进出
口商品基地，将进一步提升航空港
影响力和区域竞争力，有力促进郑
州机场客货枢纽的建设和发展。

“未来，这里将建成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的‘商业航母’和河
南对外形象的展示窗口。”河南航港
世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宇介绍说，航
港世贸项目总面积13万平方米，突
破性地将航站楼建筑改造成集商展、
贸易、零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新型
空港综合体，这在国内同类型项目中
属于首创。③5

郑州机场T1航站楼“蝶变”商业综合体

（上接第一版）解决问题要具体，做
到抓细节、抓具体、抓深入、抓到
位。要有抓长的韧劲。树立长期抓
的思想，一棒接着一棒跑，一任接着
一任干，持久抓，反复抓，持之以恒、
久久为功；工作谋划上注重前瞻性，
工作推进上注重实效性，工作机制
上注重融合性，切实把党建责任落
地落实落细。

谢伏瞻最后要求，要按照中央
精神和省委部署，站在巩固党的执
政根基的高度，持之以恒、用心用
力，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为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奠
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保证。

石军在点评中对我省各地基层
党建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指出了需要重视的一些问题，
对下一步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
进基层党建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与会人员对各省辖市市委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画票测评。

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负责同志，各省辖市的市委书记、
组织部长，基层部分省“两代表一委
员”和干部群众代表参加会议。③5

省辖市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议举行

绿色发展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