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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坚持二十
余载、旨在丰富媒体人业余生活和
强化健身意识的全国新闻界联谊活
动——第 16 届全国新闻界“永恒
杯”网球大赛，在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
开发中心的支持下，将于 6 月 9 日
到 11日在北京九华山庄网球场举
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 69家媒体
的 21支代表队参加女子双打和男
子青年组、中年组和元老组双打四

个项目的比赛。
本项赛事的创始人之一、中国

网球协会副主席、北京爱心万里公
益基金会理事长万伯翱在赛事新
闻发布会上感谢了郑州永恒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给予本次比赛的有
力支持。1996 年，时任中国体育
记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的万伯翱和浙江省
记协主席、浙江日报总编辑江坪
发起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新闻

界网球赛。如今这项比赛已发展
成为全国新闻界最具影响力的一
项传统体育赛事。大赛已成为新
闻界网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切磋
球技、交流心得的一个盛大体育
节日，成为他们每年到时就必想
参加的一项传统活动。大赛为丰
富 新 闻 工 作 者 业 余 体 育 文 化 生
活、增强新闻工作者体魄、增加新
闻工作者交流与友谊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29 日，
2017年全国射击冠军赛（飞碟项目）
在福建莆田落下帷幕。由于本次冠军
赛也是第十三届全运会射击项目的最
后一场席位赛，因此比赛吸引了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以及解放军共计 24
个代表队 377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是
历年射击冠军赛（飞碟项目）参赛人数
最多的一次。最终经过10天的较量，
河南选手在本次冠军赛上收获了3张
全运会决赛圈的入场券，基本完成了

赛前的目标。
河南射击队这次派出了包括名将

杨铱洋在内的 14名队员，参加了男、
女多向、双多向、双向等6个项目的比
赛。最终，河南射手们收获了 2个男
子多向、1个男子双向的全运会决赛席
位，加上此前收获的6个决赛席位，河
南射击队在全运会飞碟项目上已经手
握9张决赛入场券。

第13届全运会飞碟项目的决赛将
于7月22日在我省的宜阳举行。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7年全
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5月31日在北
京老山自行车馆落幕，河南车手延续
了5月中旬冠军赛总决赛的出色表
现，小将鲍珊菊、郭裕芳更是力压奥
运“金银组合”钟天使、郭爽夺得成年
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

作为全运会前的最后一次练兵，
本次比赛高手云集，全国24支代表
队近300名选手中，包括了里约奥运
会冠军钟天使、伦敦奥运会两银一铜
得主郭爽等名将。而且，本次比赛再
次采用“全运会规则”——允许跨单

位组队，强强联合不但提高了赛会的
竞技水平，也让比赛的争夺更加激
烈。最终，河南车手不论是独立成
军，还是与其他省份联合组队，都有
斩金夺银的不俗战绩。

本次比赛的成年女子团体竞速
赛，由于钟天使和郭爽这对搭档的参
加而备受瞩目。但她俩最终只为上
海队收获铜牌，夺得金牌的，是两名
刚刚从青年组转入成年组的河南小
将鲍珊菊、郭裕芳，而银牌得主，则是
河南车手宋超睿与黑龙江车手杨莉
莉组成的黑龙江联合队。在赛会另

一个焦点项目成年女子团体追逐赛
中，河南姑娘敬亚莉、马梦露、王红、
赵宝芳与上海车手黄冬艳组成的河
南联合队夺得金牌，这支冠军之师，
基本上也就是中国自行车队在里约
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最佳战绩的班底。

在成年男子团体追逐赛的场地
上，夺得冠军的上海联合队中同样有
河南车手的身影，他们是胥玉龙、王丰
年。此外，张成加盟的江苏联合队，获
得成年男子团体竞速赛第四名；王丰
年夺得成年男子全能赛第四名；马梦
露夺得成年女子全能赛第五名。⑥11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与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签署推进
校园足球改革发展备忘录仪式，日前在
京举行，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代表全国校足办
与60个校园足球试点县（区）的代表逐一
签署备忘录。根据备忘录，全国校足办将
从经费、特色学校建设、完善教学训练竞
赛体系、探索实施校园足球运动员注册定
级和转会机制、搭建训练竞赛平台、完善
安全风险防控和意外伤害保险机制、加强
对试点县（区）校园足球典型经验的宣传
报道等方面，支持60个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开展校园足球综合改革工作，在全国
树立一批校园足球工作标杆县区。

“发展校园足球需要顶层设计与基
层创新有机互动。”王登峰说，“在县（区）
域内全方位推进校园足球改革发展，成
为校园足球发展的标杆、整所学校体育
综合改革的标杆。” （校足办）

5 月 29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61
期全开奖中，河南洛阳一位幸运儿独
中1500万元头奖。

体彩大乐透第17061期的中奖号
码为：前区“10、19、23、25、30”；后区

“02、04”。数据显示，当期唯一的头奖
落户河南洛阳，中奖彩票是一张 924
元的“11+2”复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
外，还中出 30 注三等奖及多注固定
奖，单票总奖金达到1512万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5月29日，体
彩大乐透5亿元派奖已送出4.75亿元
奖金，其中 3亿元固定奖派奖奖金已

悉数送出，目前仅一等奖派奖奖金余
最后 2500 万元，理论上两期内就可
送全，提醒大家切莫错过最后中取加
料头奖的机会了。 (肆颜)

本报讯（记者 李悦）从2∶1到2∶3，
上一轮联赛最后时刻惨遭逆转的结
果，让处于保级泥潭的河南建业备受
打击。踢不好输球，踢得好还输球的
怪现状，使得整支球队从教练组到球
员都十分困惑，现在的他们也急需一
场胜利来提振士气。不过，6月2日建
业第 12轮联赛的对手广州富力并不

是一个软柿子，面对如今高居联赛第
五的对手，即便坐镇主场，建业依然感
到压力山大。

在重新执掌建业帅印后，近 3年
来贾秀全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下课”
的紧迫性，尤其是球队“真大腿”巴索
戈，在与富力的联赛过后，就将离队参
加喀麦隆国家队的比赛，毫无退路的

老贾，某种程度上已将周末的这场联
赛视为最后的自救机会。也正是这种

“下课”的紧迫感，使得贾秀全不顾最
近郑州的连续高温，依然坚持每天一
次的高强度对抗，期望能通过这种高
强度训练，让主力阵容里的年轻球员
尽快成熟起来。

考虑到广州富力是一支崇尚控制

力的球队，建业这场比赛将会更加坚
持自己的防反打法。至于主力阵容
的人选，在巴索戈和戈麦斯锁定了两
个首发位置后，第三外援的选择将会
是这个周末的最大变数，而前两个赛
季队内的最佳射手哈维尔，就很有可
能会取代叙利亚人萨利赫进入主力
阵容。⑥9

数百场鏖战贯穿了整个五月的河南省体育场第三届四人制篮球赛日前落
幕。四人制篮球赛由河南省体育场首创，自2014年正式推出后受到广大中老
年篮球爱好者的喜爱，参赛地域也由河南扩展到北京、山东、海南等外省市。今
年全国共有190支队伍、900多名运动员参加，其中60岁以上的运动员超过了
100人。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本报通讯员 马俊卿 摄

今晚主场战富力

老贾要自救 建业必须赢

河南彩民独揽大乐透1500万大奖

全国射击冠军赛（飞碟项目）落幕

河南射手再获三张全运门票

全国新闻界网球大赛下周开拍

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河南队“练兵”收获颇丰
全国校足办打造
校园足球标杆县区

一块场地同时进行两场比赛一块场地同时进行两场比赛，，是四是四
人制篮球赛得以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人制篮球赛得以迅速普及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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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扶贫“精准牌”——
量体裁衣稳增收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
败之举在于精准。新蔡县突出精准主
线，把精准贯彻脱贫攻坚始终。

精准识别是扶真贫、真扶贫最基
础、最根本的工作，扶贫对象不精准后
面的一切工作皆是空转。

2016年以来，新蔡先后 3次组织
县乡村三级干部开展大规模的精准识
别“回头看”活动，按照“一进二看三算
四比五议六定”“六步工作法”，对全县
农户进行不漏村不漏户的排查走访和
逐户算账。

为了夯实脱贫攻坚基础，今年3月
份，新蔡县又一次开展大规模的建档立
卡精准识别“回头看”活动。县委书记亲
自指挥，2000余名党员干部撸袖上阵，
对全县近28万农户逐户摸底排查，逐村
民主评议。重点核查三类人员，即“档外
人士”、返贫户和应退未退户；着力算好
四个账，即收入账、项目覆盖账、金融资
金账、政策惠及账；彻底澄清六种底子，
即危房户底子、低保五保户底子、贫困家
庭在校生底子、大病慢性病非病种的贫
困户底子、安全饮水未入户贫困户底子
和没用上电视或广播的贫困户底子。
对不符合贫困标准的坚决退出，对返贫
户及时录入，确保贫困户应入尽入、应退
要退，实事求是、动态管理。

在新蔡采访多日，不时听到帮扶
干部说起项目覆盖率。2016年年底，
新蔡县项目覆盖率为78.55%。

什么是项目覆盖率？在新蔡，对
贫困户来说，有项目意味着有钱挣。

“脱贫攻坚关键是提高群众的获
得感，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基层不
能玩花的，得干实事。”王兆军介绍，围
绕稳增收这个主题，新蔡县搞了六个
项目全覆盖，即直接帮扶全覆盖、合作
帮扶全覆盖、金融扶贫全覆盖、光伏项
目全覆盖、户外项目全覆盖、转移就业
和公益岗位全覆盖。

项目扶贫就是要坚持因人因地施
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
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六个全覆盖，打造了一个精准扶持稳
定增收模式，为贫困人口量体裁衣。

“总有一款适合你！”赵学峰说。
直接帮扶，针对的是有劳动能力

却没技术没资金的贫困户，由贫困户
自己选择种植、养殖、加工等产业项
目，给予每户 1 万元的资金扶持，变

“输血”为“造血”，实现贫困户自我发
展。2016年新蔡县累计实施直接帮
扶模式产业扶持项目 9656 个，带动

9481户33649人贫困人口增收。
合作帮扶是对缺乏劳动力、自身发

展能力不足的贫困户，通过“企业（合作
社）+农户”形式，采取合作帮扶、资产
收益、代种代养等多种模式实现增收。
2016年全县累计新实施各类产业扶贫
项目 9739个，发放扶持资金 7854.15
万元，带动14067户49220人。

金融帮扶中，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凸显。花花牛集团落户新蔡后，集中使
用2亿元贫困户的小额贷款，再把利差
返给贫困户，实现企业发展和扶贫双
赢，4000户贫困户年增收3000元。

“这种金融帮扶模式，等于贫困户
不出力不操心，坐等收益。”原玉荣说，
狮子口村 75户贫困户全部实现金融
帮扶全覆盖。

在全县，今年预计扶贫再贷款项
目规模增加 7亿元，实现带动贫困户
1.4万户的目标。

光伏项目，总投资 4.08亿元的光
伏项目正在全县展开，计划建设光伏
电站 116 座、总容量 51 兆瓦，带动
10200户贫困户稳定增收。

户外休闲产业项目，总投资1242
万元，在全县61个贫困村建设70栋标
准化厂房，以租赁或入股方式用于企
业生产藤编等户外休闲产品，5月底投
产后，可吸纳5000余名贫困家庭劳动
力家门口就业。目前，第二批标准化
厂房正在持续建设中。

2017 年，新蔡县继续围绕“县有
园区、乡有基地、村有企业、户有项目、
人有收入”的目标，加大产业扶持力
度，着力实现光伏扶贫、金融扶贫、直
接帮扶和合作帮扶“三个全覆盖”，使
贫困户年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政府兜底保障线——
看病上学不用愁

没被定为贫困户前，弯枣树村村
民时团结痛苦又无奈：妻子患肝硬化，
两个孩子在上小学，一个人养活一家4
口，妻子的病只能一直拖着。“我要是
给她看病，两个孩子以后咋办！”

在农村，因难以承受庞大的医疗费
用支出，不少人和时团结一样面临两难
选择。治，把家掏空不说，还要东挪西
借；不治，忍受着疾病煎熬，苦苦支撑。

入户走访中，时团结家的生活窘
况被原玉荣发现。“虽然住着 2层楼，
但进去一看啥都没有。”2016年年底，
时团结家被定为贫困户。

金融帮扶、直接帮扶、低保……一
系列帮扶措施随之而来，医疗救助和教
育救助更是雪中送炭，一家人眉开眼笑。

记者详细了解后，方知新蔡县的医
疗救助和教育救助政策含金量不一般。

“贫困户看病政府实际上兜底
了。”王兆军介绍，全县农村贫困人口
全部实行“两提高一减免”医疗救助政

策，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贫困人口在享受新农合医保报
销、大病保险补偿、民政大病救助及其
他救助外，其他的合理部分进行政府
兜底。“贫困户在县内住院先看病后付
费，不收住院押金，实现‘零元看病’，
从根本上破解贫困群众就医难题。”

教育救助政策也很给力。除了全
面落实国家、省各项教育救助政策，新
蔡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又分别按照
小学生年人均1000元、初中生年人均
1500元、高中生年人均2000元的标准
对贫困家庭在校生进行补助，已发放补
助资金1400.9万元，帮助贫困家庭的
7263名小学生、3047名初中生、688名
高中生解决了上学难题。2017年增加
对大专以上在校学生的帮扶，县财政按
照年生均3000元的标准给予资助。

为切实解决部分贫困户脱贫后返
贫风险高的问题，新蔡县委、县政府特别
强调，针对贫困户的教育扶助、医疗救助
和特殊救助等政策持续到2020年。

目前，新蔡县正在开展农村危房
改造专项整治行动，计划今年对全县
所有危房户进行改造，全面解决住房
保障问题。

用好考核指挥棒——
驻村干部勇担当

“人不是问题，钱不是问题，干不

好是我们的问题。”当地一位扶贫干部
说。

为了让脱贫攻坚工作落地有声，
新蔡县创新体制机制，建立脱贫攻坚
月观摩、月评比、月推进工作机制，层
层传导压力，夯实工作责任。

每月一次的观摩评比让扶贫干部
们颇为紧张。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带
队，所有县处级以上干部、乡镇党委书
记、乡镇长、县直单位局长都要参加。
从上午8点看到下午5点半左右，中午
在车上吃饭，看完以后现场开会，实名
打分。先进单位介绍经验，落后单位
表态发言，连续 2次后三名的乡镇党
委书记、乡镇长召回。

实行领导督查、联合督查、专项巡
察、明察暗访和推磨检查，强化结果运
用，倒逼责任落实。

明巡查。3月21日起，从巡察办、
纪委监察局、脱贫攻坚办等单位抽调
110名干部组建的11个巡察组，对各
乡镇（街道）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40天
的全面巡察。

暗督查。新蔡县四个班子领导4
月 11日起按照“推磨检查”原则开展
暗访，县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又组
织8个暗访组，直奔到村、随机入户。

严问责。新蔡县专门成立了脱贫
攻坚督导督察专业组，由县纪委书记
任组长，对全县脱贫攻坚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违法违纪行为，
实行不隔天、不过夜从快从重处理。

2016 年，新蔡县对识别不准、帮
扶不实、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影响的5
名乡镇科级干部、10名村干部、13名
驻村第一书记进行严肃问责，并给予
党政纪处分，对36名驻村第一书记进
行了召回和撤换。今年以来，对脱贫
攻坚工作不力的3名正科级实职干部
给予免职，党政纪处分21人。

召回、免职、处分是一种信号，提
拔原玉荣则是另一种信号。

去年年底，新蔡县委常委会专题
研究，提拔李桥回族镇驻狮子口村第
一书记原玉荣为李桥回族镇副镇长，
在全县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
大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2017年1月份，新蔡县委、县政府
委托社会机构对全县拟退出的 48个
贫困村和 21个非贫困村逐村逐户开
展了模拟第三方评估验收。

舞好考核“指挥棒”，落实再次动

真格。2月7日的千人大会上，第三方
模拟评估验收中的前三名不仅作了先
进发言，县里还明确：在下次干部调整
中，第一名奖励两个指标，第二、第三
名，奖励一个指标。对于排名后两名
的乡镇，春节前干部调整该乡全部干
部不予重用提拔。

王兆军说，我们就是要在脱贫攻
坚一线严格落实奖惩，树立鲜明的用
人导向，绝不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
干坏一个样。

在“指挥棒”的指引下，新蔡县各
帮扶工作队、第一书记形成了“你追我
赶、明争暗赛”的良好工作氛围，坚守
帮扶工作岗位，实行“五天四夜”工作
法，坚持吃住在村，倾心做好贫困村、
贫困户的帮扶工作。各级帮扶干部深
入贫困户家中，帮助贫困户选准产业
项目，跟踪项目实施，确保项目落地并
产生效益。全县各级各部门扎实开展

“心连心”和“六帮一满意”活动，有针
对性地进行安居帮扶、温饱帮扶、暖心
帮扶、劳动能力提升帮扶、政策帮扶、
和睦帮扶，帮助贫困户修缮围墙、整理
院落、改善环境。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用心、用情、
用力，在第三方模拟评估中，全县贫困
户对帮扶措施、帮扶人、帮扶成效和脱
贫退出满意度较高。

正月十五下午 5点多，一个非贫
困户掂着鸡来到狮子口村委找到原玉
荣。“恁现在该给的给，不该给的不给，
来这一年多，村里的变化大伙都看到
了。十五了，人家都回家了，你们还在
这为俺狮子口的发展忙活，俺宰了 2
只鸡，给恁一只，俺吃一只。”

这样的事说不完、道不尽……
距年底只有 7个月，虽然时间紧

迫，但脱贫工作既不能急躁冒进、急于
求成,更不能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必须
脚踏实地、稳扎稳打，下一番绣花功夫。

王兆军认为，脱贫攻坚的重点在
于收入、项目、看病、上学和住房，想摘
帽必须做到“五个不能脱”：没有项目
不能脱，看不起病不能脱，上不起学不
能脱，住危房的不能脱，达不到收入标
准不能脱。贫困退出工作不仅要严
谨、精准，还要得到群众认可。

记者问新蔡县的扶贫干部：今年
摘帽难不难？

答曰：难，亦不难。
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咋

会不难！不过，为之则易,不为则难。
“2017年，新蔡县委、县政府将继

续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
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积极创新体制机
制，着力突出重点、补齐短板，撸起袖
子、实干干实，确保 2017年完成脱贫
摘帽任务。”王兆军说。

▲贫困户在温室大棚接受培训
◀驻村第一书记原玉荣进村入户走访

宋超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