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息县脱贫致富农民组队

巡回宣讲颂党恩

热关注·学习十九大精神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徐维 花婷

“扶贫扶志又扶心，传统文化进家门。德孝为先强心智，田地
为本富农民……”11月22日，由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富起来的
20多位农民组成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巡回宣讲演出
队”，向前来参观学习的全县61个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省市县
扶贫部门领导、白象集团扶贫考察队，以及村里的父老乡亲，用一
场自编自导自演的综合文艺演出，表达了“致富不忘颂党恩”的心声。

站在白象集团特意为巡回宣讲演出队定制的多功能演出
车上，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驻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该
村刚刚脱贫的村民汪学华、返乡创业青年带头人胡德立，结合
自身经历，向大家讲述了他们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感悟。

近年来，息县坚持扶贫先扶志，持续引导和教育群众深入
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弯柳树
村也逐渐由原本家庭不睦、邻里不和、垃圾围村、赌博成风的
落后村，变成乡风淳朴、邻里和睦、德孝风行的美丽乡村和“中
华孝心示范村”，并引来多家企业投资兴业，乡亲们也依靠勤
劳的双手一步步摆脱贫困。

白象集团董事长姚忠良说，扶贫考察队此行就是要学习
该村爱党爱国、自强自立、开拓创新的新时代农民精神，同时
也希望借此教育企业和员工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为老区群众
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宋瑞介绍，这里的首场演出结束后，他们将开着多功能演
出车，到全县61个贫困村进行巡回演出和宣讲。7

民心安处是故乡
——出山店水库工程移民安置点建设纪实

为让大部分移民在国庆中秋双节之
前分到新房，成百上千移民工作者和建设
者们夜以继日，连续作战。

根据计划，今年汛期之前，85.48米高
程以下的 14911名移民必须首批搬出库
区。离限期搬离的时间越来越近，安置点
建设却因为前期征地拆迁耽误了进度。

主体工程建设不容耽误，移民安全更
不能轻视。这是省里的死命令。于是，从
5月 10 日那个不眠之夜开始，一场抢进

度、勇攻坚的鏖战在信阳悄然打响。
10日，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

建玲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强力推进安
置点、环湖路和防护工程建设，早日建成
移民幸福新家园。

当天晚上，出山店水库移民局办公楼灯
火通明，联合督查组、移民局工作人员通宵达
旦，《出山店水库移民工作督查方案》《出山店
水库移民工作奖惩办法》等五项工作机制经
审定后连夜印发。第二天，出山店水库督查

工作动员会火速召开，赵建玲再次到会，再三
强调要把好事办好，言辞恳切，语重心长。

第三天开始，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
督查组兵分两路，深入移民一线现场，开
始一天一督查、一天一通报、三天一评
比。争优创先的现场颁奖，拖沓疲软的大
会检查，限期整改。施工单位、移民干部
抢阴天、战雨天，晴天一天当两天，抢天夺
时，明争暗赛，安置点建设一天一小变，出
山店速度日日被刷新。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时秀敏

11月19日，罗山县灵山茶业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钱晓玲收到两份《入党
申请书》，申请人分别是周党镇朱楼村
贫困户、公司生产部经理黄义超和杨寨
村贫困户、公司下属幼儿园的幼儿教师
徐玲。

“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说，‘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
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
庄严承诺。’看后我十分激动，也倍感
振奋。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带动其
他贫困户共同致富！”黄义超在《入党
申请书》中这样写到。

今年48岁的黄义超是老贫困户，
一年到头在外面打零工挣不了几个

钱。几年前，钱晓玲流转荒山、带动大
家发展茶园。黄义超所在的朱楼村，是
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早期流转并建
成的万亩茶园基地所在地。得知黄义
超家里的情况，钱晓玲特意请他到公司
上班。看老黄踏实能干、对茶有灵性，
钱晓玲就派他到浙江大学茶学系学习
深造。3年后，老黄拿到毕业证书，成
为公司的炒茶骨干，并很快被提拔为生
产部的经理。今年还获得了信阳炒茶
大赛二等奖。

日子刚有起色，老黄的妻子又不
幸罹患中晚期子宫癌。20多万元的
医疗费用让他一筹莫展。钱晓玲知道
后，帮老黄联系医生，帮忙筹钱，跑前
跑后。“感谢公司，感谢党！”老黄说，

“是党的好政策让我看到了光明。”
与黄义超一样，徐玲也对党满怀

感恩之心。
35岁的徐玲一家7口人，公公年

迈，婆婆精神残疾，两个孩子年幼，丈
夫在外务工收入微薄，一家人一直挣
扎在贫困线上。

2014 年，钱晓玲在看望贫困户
时，得知徐玲的情况，就送她外出参
加幼儿教育培训。2015年春天，徐
玲正式成为灵山茶业公司下属幼儿
园的一名幼儿教师。党的十九大召
开后，徐玲年少时萌生的入党念头愈
加强烈。11月 19日，她把自己工工
整整书写的《入党申请书》交到钱晓
玲的手中。

“国家把每一位老百姓都放在了
心上，党组织把温暖都送到俺们家里。
有这么为老百姓着想的党，我特别想成
为其中的一员！”徐玲动情地说。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刘长河

“这下子，俺们进出县城方便多了，今年秋天光是山里的猕猴
桃就往外卖出一万多斤呢。”11月22日，站在通车不久的曾塆桥
上，商城县长竹园乡磨盘山村支书胡克芳高兴地说，“县里持续开
展的‘大宣传、大走访、大排解’真是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去年夏月，此处小寨河上的桥被洪水冲毁，架起的简易桥
无法满足两岸村民尤其是河北岸多个村近千村民生产生活需
要。今年5月，帮扶队员下村走访时，村民们直呼“出行难”。
情况上报后，县有关部门很快拿出解决方案，并选在雨水较少
的7月份开始施工。9月底，一条长30米宽 7米的大桥便飞
跨小寨河南北两岸。

伴随着宣传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该县新一轮“大宣讲、大
走访、大排解”活动再次全面展开。全县划分为数百个“网格”，
下派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对应归属为网格
负责人，县里要求他们深入到所联系的村（社区）中，逐村逐组，
挨家挨户走访座谈，为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各项扶贫政
策，摸清贫困户政策落实情况，详细记下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期
盼，及时梳理问题、分类建立台账，并按级依职确定责任人，及
时整改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深化干群鱼水关系。截至11月20
日，全县发放社情民意大走访问题清单10万余份，收集汇总反
馈问题1600余条，帮助群众立办立改解决问题200余个。7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韩浩 洪贺

11月 24日，淮滨县谷堆乡沙湾村的村文化广场上，县里
组织的“宣传十九大、文化进万家”巡回文艺演出活动正在上
演。舞蹈《不忘初心跟党走》、三句半《庆祝十九大》、戏曲《扶
贫路上》等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赢来群众阵阵热烈的掌声。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后，淮滨县采取多种形式，迅速在全
县掀起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热潮。他们把党的十九
大精神宣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紧密
联系起来，调动全县各类宣传资源、传播载体，利用宣传栏、阅
报栏、广告牌、LED显示屏、移动新媒体终端等开展广泛宣传。
县广播电视台和《今日淮滨》报专门开辟“推动十九大精神在淮滨
县落地生根”专栏，搭建学习交流平台，推广基层党组织学习宣传
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经验做法，刊载党员干部的学习体会文章。

11月下旬起，该县又围绕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分期分
批对全县科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集中轮训，并根据计划对即
将换届的农村“两委”人员开设专题培训班。同时，以农村党
员为重点，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站点作用，指导远程教育服务站
点开展菜单式服务。要求扶贫干部、驻村第一书记走村入户，
广泛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详细调查了解基层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并以此为目标不断改进和推动工作。7

淮滨县多种形式载体

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

商城县大宣传大走访

激活干群鱼水情

两份特殊的《入党申请书》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所有党员请注意，今晚在村部
继续学习十九大精神，同时欢迎入党
积极分子参加。”

11月 22日傍晚，光山县东岳村
的大喇叭又响起来了。播完学习通
知，《共同奔小康》《我爱你光山》等激
动人心的歌曲随之而来，暮霭中的小
山村顿时热闹起来。

与此同时，全县300多个行政村
沉寂已久的“大喇叭”，也渐次响起。

对于在农村生活过的人来说，
“大喇叭”是一段绕不开的珍贵记
忆。上世纪中期，“大喇叭”作为农村
主要的传播工具，长时间发挥着重要
作用，农民通过“大喇叭”了解国家大
事，村干部通过“大喇叭”下发通知、

安排工作、提供便民信息。
慢慢地，随着手机、电视、互联网

等现代通信工具纷纷走进寻常百姓
家，村里响了几十年的“大喇叭”渐渐
沉寂下来。

光山县自“创一流·走前列”扶
贫先扶志活动开展以来，为拓宽农
村宣传阵地，使党的最新理论和精
准扶贫政策更加深入人心，县里充
分利用村级文化中心建设契机，在
全县 106个贫困村率先启用广播设
备。在这些村的带动下，一些非贫
困村也纷纷让大喇叭重新响起，将
党的十九大精神，各项扶贫政策与
全县干群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
心传递到家家户户。

“现在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第
六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八个明确’的内容是……”党
员们在学习室内认真记，同样的内容
也通过“大喇叭”传播出来，村民们一
样听得认真。

“‘大喇叭’不仅声音大、传播范
围广，对于精准扶贫，它更能说会
道。”光山县委宣传部邵永峰介绍，县
委宣传部联合各行业部门，对党的十
九大报告和各项扶贫政策内容进行
精确阐述，用群众语言编成广播稿，
录制成音频资料，及时发至各村广播
点，迅速吸引了村民们的注意，大家
纷纷凝神聆听，相互交流。

“大喇叭一响，心里特敞亮。”谈
起“大喇叭”对自己生活的帮助，东岳
村村民杨长太高兴不已，“它不但能
讲理论，说政策，还能教俺花木种植
技术呢。”7

“大喇叭”一响 心里特敞亮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张俊红 解昆

千里淮河，绵延不绝。一条大坝，
腾空而起，将刚刚冲出桐柏山脉、欲肆
虐奔涌的“蛟龙”牢牢锁住，保千里淮河
安澜无虞。

控制流域面积2900余平方公里、
总库容达 12.51亿立方米的出山店水
库，是淮河干流上唯一的一座大型
水库，将于2019年 4月建成投用。这
是亿万淮河儿女的殷切期望。

然而，要完成这一国务院“十三五”
期间172项重大水利项目之一的宏伟
工程，需要搬迁信阳市浉河、平桥两区7
个乡镇44个行政村38000余名群众，
拆迁房屋127万平方米。这是一个大
难题，更是检验信阳市委市政府攻坚克
难、执政为民能力的一道难题，考验着
相关职能部门的智慧和决心。

“全力打造一个让移民称心、放心、
安心的新家园，使他们‘搬得出、留得
住、可发展、能致富’，让移民生活更幸
福，日子比蜜甜，是省市党委、省市政府
赋予出山店水库移民局的政治任务，更
是广大移民干部的最大心愿。”出山店
水库移民局局长丁立平感慨地说。

出山店水库移民安置点
建设从选址到房屋设计，都充
分尊重群众意见。设计之初，
规划的安置点星星点点，达20
多个，在听取移民意见之后，
一次次修改规划，最终调整、
合并为现在的12个。

安置点规划设计方面，基
于群众的恋土情结，确定“本
区本乡”安置原则；尊重移民
生活习俗，多次论证，确定豫
南风情小镇的建筑风格，使安
置点建设成为库区的亮丽风
景线；基于库区发展前景，12
个安置点傍湖而建，像是用悠
长的环湖路串起的一粒粒明
珠，耀眼夺目；学校、医院、广
场、垃圾处理站等配套设施建
设齐全，集商、住功能于一体，
让安置点成为宜居宜业的新
家园。

浉河区三官安置点容纳
了高湾、游河、山淮等11个村
15000多名移民，这在全国都
不多见。这里离未来的水库
大坝景观区百米之遥，改线新
修后的 G312 国道近在咫尺，
既最大限度地满足移民的心
愿，又自然顺应城镇化发展的
潮流。

平桥区平昌关镇清淮村
村支书李传兵告诉记者，该村
5000多名群众原来被分别安
置到明港的韩场村、邹庄村和
查山乡的肖店村，村民对此意
见很大，希望同居一村。县里
经论证协商后，最终决定将村
民调整到距明港镇政府仅300
米，占地 706亩的吴堂村安置
点。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
6月 30日，规划建设的 12个安置点

8626户移民新房分配完成。9月 30日，
8626户移民新房全部分配完毕，移民渐次
搬入新家，开始新的生活。

10 月 18 日，党的十九大隆重开幕。
刚刚搬进三官移民新村新家的浉河区游
河乡游河镇村移民金成海，早早把自家
宽敞明亮的大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招
呼来左邻右舍坐在他家新买的大屏幕电
视前，一起观看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

“没有党的好政策，哪有俺们移民的
幸福新生活？”金成海兴奋地说，“你听，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全
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 所 居 、弱 有 所 扶 上 不 断 取 得 新 进
展’……习总书记真是句句话都说到俺们
心坎里了！”

如今，安置点的道路、绿化等基础设
施正抓紧建设，40公里长的环湖景观路呼
之欲出，水库防护工程建设有条不紊。

12个安置点，12所移民新家园，承载
的不仅是38000余名移民的安居之所，更
是出山店水库文化旅游经济带的全新开
端，它将为移民憧憬的美好生活，谱写出
光彩夺目的华丽乐章。7

房屋，是老百姓关注的事，也是一辈
子的大事。移民安置点开建之初，信阳市
委书记乔新江就要求相关部门，一定要时
刻紧绷“安全至上、质量第一”这根弦，确
保工程建设质量过硬、安全过硬。

安置点建设过程中，市长尚朝阳多次前
往实地调研，反复叮嘱要重视重点环节的质
量监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市移
民局联合市住建局，严把工程质量关；具体
承担建设任务的浉河、平桥两区抽调精兵强
将组成移民安居工程建设督查组，每天对质

量安全等环节进行现场督查；有建设任务的
乡镇还招标移民房工程监理，由村里选出移
民代表，每天到安置点查看工程质量，构建
起市、区、乡、村四级质检格局。

为让移民放心，今年9月，根据副市长
胡亚才的部署，浉河、平桥两区成立移民
村主要负责人及村民代表、施工方、监理
方、设计方、勘测方组成的“五方移民安置
房屋质量验收小组”，对全部移民房逐栋
逐层逐户逐房逐间进行细致验收。

56岁的平桥区平昌关镇翟寨村移民

代表祝凯启告诉记者，他每天都会早早来
到安置点，对一栋栋新建的房屋仔细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向村里负责人反映，“问
题一般当天就能解决”。

“我是移民选出的代表，我的家就在
这儿。”眼瞅着新房一天天盖起来，祝凯启
高兴地说，“房子的设计、规划都征求我们
的意见，还规划了农贸市场、景观绿地、健
身休闲场所。想想我们当了一辈子的农
民，很快也能过上城里人的幸福生活，心
里真叫痛快。”

特 写

规
划
选
点
依
心
愿

四级质检保平安

美好生活开新篇

抢抓进度讲奉献

能够容纳近2万人的三官移民新区 聂冬晗 摄

搬进新家的移民正在家里收看十九大
直播 郝光 摄

移民喜签分房协议 郝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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