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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6月 8日,南阳市召开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将利用两个月时间，集中解决
城市脏乱差等突出问题，对中心城区集贸市场进行达标提升
和规范管理，对中心城区机关庭院、居民楼院进行整治提升。

根据会议下发的《南阳市中心城区机关庭院、居民楼院
整治提升工作方案》和《南阳市中心城区集贸市场达标提升
和规范管理工作方案》，此次将重点对城中村、老旧社区，无
主管单位等区域进行整治提升，优化道路、垃圾处理、休闲娱
乐等基础设施；完善公厕、绿化、照明等公共服务设施；加强
对垃圾分类、消防安全等的管理，提升群众宜居度。针对集
贸市场，将健全消防安全制度，规范违规占道经营，杜绝违章
搭建现象，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市场服务规范，设立“红
黑榜”，开展创建“诚信经营示范店”和“诚信经营户”活动，提
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为南阳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奠定坚实
的基础。8

聚焦“老大难”

南阳“创文”再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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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庄乡杨营村贫困群众王金焕在邻村编织
绳厂打工，一个月有 2000多元的收入，需要供
养一双儿女读书。今年，扶贫车间建在了杨营
村，王金焕工作更加便利了，每天能回家给上学
的孩子做饭，连体弱的丈夫也在扶贫车间找到
了工作，王金焕逢人便夸：“扶贫车间真是好啊！”

新野县依托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光电电
子三大主导产业，以返乡创业工程为龙头，通
过“千企帮千村”结对帮扶，把扶贫车间建到村
边路边、田间地头，让贫困群众就地就近转移
就业，实现持续增收、稳定脱贫。这些扶贫车
间普遍投资较小，因陋就简，利用农村闲置的
校舍、仓库、民房、旧村部等资源进行改造提
升，实现花小钱办大事。另外，风险也小。扶
贫车间的经营主体多为返乡创业人员，具有多
年的经营管理经验，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纺
织服装、光电电子等产业链上的配套产品，大
企业为扶贫车间分拨订单进行生产，可有效规
避市场风险。

虽然是小小的扶贫车间，却因为其就业门
槛较低、就业方式灵活等便利条件实现了带动
快、见效快的效果。这些扶贫车间主要生产小
编织、小鞋帽、小缝纫、小电子加工等，用工要求
不高，简单易学好操作，贫困群众经过简单培训
后即可上岗。贫困群众可选择在扶贫车间上
班、居家生产或从事保洁、门卫等辅助性岗位，
极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实现了就地就近就
业、持续稳定增收的目标。8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李金喜 赵杨桂

仲夏的清晨，李习涛抖着双手贴上“永感党恩”横批，“噼
里啪啦”鞭炮声随之响起。

“爹，咱今天住上漂亮新房了，感谢党，我们赶上好政策
了”，李习涛口中念念有词告慰父亲。

李习涛是西峡县重阳镇洪湖村人，住在距集镇 30公里
开外的深山。该村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观念落后，大山锁住
了这里的发展。

以前，李习涛一家5口人仅有3间破土房居住，其患病的
父亲李向奇最大的心愿就是想盖上几间水泥砖房，有个像样
的“窝”，然而几经周折，始终无力盖房。

2017年 5月，镇、村干部向李向奇征求搬迁意愿时，他始
终不相信政策是真的。

“哪有这样的好政策啊，我家盖不起房，你们也不用来糊
弄我！”李向奇说。

在乡村扶贫干部第三次登家门的时候，病床上的李向奇
在搬迁申请书上，用颤抖的手半信半疑写下名字。

2017年秋天，李向奇病故，住上水泥房的心愿最终也没
有实现。

今年 6月，李习涛和母亲冯良侠从镇政府工作人员手
中接过易地搬迁的新房钥匙。新房新门新窗，新床新帘新
锅灶……样样俱全，拎包入住，李习涛和母亲高兴得“乐开
了花”。

看完新房，李习涛头也不回，直奔老家，在父亲坟前，满
含泪水诉说：党帮咱把水泥房愿望实现了……

“现在住上二层水泥房，水电都通，政府连院子都绿化
了，附近还有免费的香菇大棚供使用，晚上出门有路灯，夜里
还能去看广场舞，我娃找个对象也容易，我连做梦都没做这
么好的梦啊！”冯良侠感觉像在梦中，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切是
真的。

“重阳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思源社区占地30亩，紧邻
312国道和镇工业园区，共安置搬迁户 104户 297人。”该镇
党委书记杜晓伟说，这里幼儿园、文化广场、社区服务中心、
食用菌种植基地，绿化亮化美化等基础设施齐全，保证扶贫
搬迁户搬得出，住得稳，能致富。8

贫困户李习涛喜迁新居

出台组合拳

南阳绷紧安全生产弦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6月 11日，南阳市召开

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会议对今年以来南阳市出现的安全生
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全面查找问题和薄弱环节。面对即
将到来的高温汛期和学生假期，南阳市将结合季节特点和行
业实际，全面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保持严管重罚高压态势，打
好安全生产“组合拳”。

自 5月 20日起，南阳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治理活
动，全面排查治理非煤矿上山、道路交通、危险化学品等重点
行业，对水库、河道、大坝、电网等重点单位隐患进行重点排
查。同时，南阳市展开道路交通整治夏季专项行动，针对

“人、车、路”进行专项治理。对排查评估的重大风险隐患，目
前南阳市已建立相关台账，实施重点监控。为确保安全度
汛，南阳市已经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病险水库等进行了全
面检查，制定了相关预案。

南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要求各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全
面加强防范，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大局平稳。8

平原农业县闯出产业脱贫新路

6 月 7日，在新野县樊集乡刘

庄村的扶贫车间里，几十名工人组

装配件、检测产品，忙碌而有序。

这是该县奇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设在村口的扶贫车间，主要生产手

机数据线、信箱数据线、电脑连线

等。其负责人肜书奇告诉记者：

“在这个车间务工的有42名村民，

其中 10名贫困户。这里就业门槛

低，从事的大多是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的工作。另外，这儿就业也很

灵活，平时在车间劳动，农忙时节

可以在家操作，公司计件付给工人

工资。”

据了解，新野县共建立这样的

扶贫车间 40 个，带动贫困群众

1000多名。具有正常劳动能力的

群众在扶贫车间每月能有 1200元

到2000元的收入，具有部分劳动能

力的群众月工资则在600元左右。

新野县是一个典型的平原农

业县，境内无山，百里平川。目前，

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070户、

贫困人口 13134 人。如何实现贫

困群众顺利脱贫？今年以来，新野

县强化产业支撑，促进稳定增收，

强化企业带贫，加速转移就业，初

步走出了一条平原农业县脱贫攻

坚的新路子。

永远不走的扶贫产业

科尔沁牛业公司是新野县的龙头企业。
扶贫攻坚开展以来，银行为有养牛意愿的贫困
户每户贴息贷款 5万元，贫困户委托科尔沁公
司购买 4头 500斤左右的架子牛饲养管理，经
过 6-8个月育肥，每头牛可增重 500斤左右，
公司按每斤 13 元予以收购，每头牛可增值
6000元左右，扣除饲料费、防疫费等3000元左
右的综合成本后，每头牛的净利润为 3000元，
每户年可收入 l万元以上。目前，仅此一项就
带动了肉牛园区周边歪子、上庄、沙堰等乡镇
107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发展一个好的扶贫产业，就等于打造了一
支永远不走的扶贫“工作队”。新野县的现代
农业特色鲜明，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尤其是肉
牛、蔬菜、花生三大产业优势明显，全县常年种
植蔬菜 30多万亩，花生 40多万亩，肉牛存栏
10万头左右。新野县立足三大富农产业，通过
直接帮扶、托管帮扶、合作帮扶、股份帮扶等多
种形式，帮助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目前，该县共有63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
与产业扶贫，建立了107个产业扶贫基地，实现
了对所有贫困群众产业扶贫全覆盖。新野县樊
集乡、沙堰镇、城郊乡等地素有种植大葱的传
统。该县创新性地利用产业扶贫基金把贫困户
的分散经营与专业合作社联结起来，推行高效种
植模式带动贫困户增收。在樊集乡，宏达合作社
带动145户贫困群众种植钢葱，亩产值5000元
左右，扣除各项成本，每户净收益3500元左右。

建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

新野县城郊乡下青羊村扶贫车间

新野县樊集乡刘庄村扶贫车间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俊鼎 金虎 华先

从板起面孔说教，到走心入脑同频，谋
事思路在变。

从理论武装头脑，到实践得心应手，做
事方法在变。

自“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首
场活动至今，南阳市宛城区汉冶街道大大
小小的理论宣讲不断，形式在变，讲法在
变，场场都是座无虚席。

6 月 19 日，汉冶街道的党员干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原来理论宣讲如此甘
甜，不但字字句句深入人心，而且为街道
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前进方向，今后要像
马克思那样做人做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
各自工作，进一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涵养
正气、淬炼思想，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
有为的举措，推动街道各项工作持续快速
发展。

宛城区汉冶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士范告
诉记者，街道不断创新理论宣讲进基层活
动，引导广大干群进一步认识理解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焦裕禄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推动
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惠及基层，并转化为各
项工作争优创先的强劲动力。

这一创新举措迎来了社会广泛好评和
如潮掌声。相关专业人士认为，汉冶街道
通过“菜单式”因“人”制宜、“科普化”提升
能力、“大众味”争先创优，让党课与发展实
际相结合，突出重点，创新亮点，理论宣讲
起到“四两拨千斤”的良好效果。

■缺啥补啥——
“菜单”样样合胃口

为了提高党课内容的针对性，汉冶街
道在基层干部中广泛调研，按照“要什么，
讲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改变以
往“我讲什么，你听什么”,科学制订党课学
习规划和方案。

为了破解街道发展中的难题和干部
身上存在的倦怠思想，该街道党工委书记
亲自带头讲党课，尤其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城市建设、基层党
建、平安建设等紧密结合，以提升党课的
针对性,有的放矢,让街道干群学在深处，
做在实处，用在当处，一方面在党课中加
强理论素养，另一方面进一步忠诚担当、
务实重干，提高自身履职尽责的能力和水
平。

为了进一步整顿作风，街道组织召开
“深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专题宣讲会，
把学习焦裕禄精神同“干部作风整顿年”
活动相结合，加深对焦裕禄精神的认识，
领会焦裕禄精神的时代价值，加强基层干
部队伍的作风纪律建设。通过学习，街道

党员干部进一步牢固树立宗旨观念，按照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
戒”的“四有”要求，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加强作风建设,坚定红线意识,坚决守
住底线，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像焦裕禄
那样挺直腰杆、坚持原则，一身正气、两袖
清风，做廉洁自律的楷模，始终保持共产
党人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和无私奉献的政
治本色。

■愿听且听得明白——
“科普化”走心入神

科学理论进基层，贵在普及，贵在让干
群听得明白。汉冶街道为进一步做好科学
理论普及，通过街道中心组学习、专题辅
导、座谈、百姓理论宣讲直通车、文艺演出、
外出学习、撰写心得体会等方式，改变以往

“满堂灌，训话式”，让理论进机关、入社区、
进学校，真正实现理论学习大众化、理论普
及全方位，实现理论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让理论学习成为推动工作的精神动力
和智力支持。

该街道聘请梁海磊为专职党课教师，

开展系列化学习，真正把握时代脉搏，让党
课更加接地气，和群众零距离。街道党政
班子成员根据各自分工，列题目，讲方法，
让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紧密结合。同时，
认真抓住不同阶段街道发展中存在的重点
难点问题，通过党课解疑释惑。

开展系列讲座也是该街道创新理论
宣讲的一大特色。尤其在今年以来，兼
职党课教师梁海磊利用系列讲座的方
式，在汉冶街道和区内外先后讲授了《不
忘初心跟党走》《像马克思那样做人》《像
焦裕禄那样做事》《像总书记那样爱人
民》《守住规矩干成事》等系列讲座，场场
爆满，课后总是被听众围住，有问有答。
党课上活了，理论真正达到了面对面，心
贴心。

■春风化雨——
“大众化”凝神聚力

如何让理论党课符合大众口味？符
合工作和生活需求？该街道围绕学习
十九大精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树立新目标，迈步新征程，

谱写新篇章,从而达到受众面扩大，互动
常态化，改变以往“理论棚架，小众受益”,
让科学理论惠及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
学懂弄通、贯彻落实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
见成效，要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执行党的纪
律和规矩，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
终坚定。

在主题教育活动中，李士范从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为什么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怎样才能不忘初心、不
辱使命？三个方面做了具体的讲解，并结
合街道工作实际，讲到汉冶勇于担当的精
神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聚焦内河
水系治理。涉及内河水系治理的净土庵
社区、汉冶社区，要高效运作，扎实推动内
河水系治理进度。二是聚焦重点项目建
设。辖区内丝钉厂、南阳市 24小、建东新
村、食品商贸城等项目要抓牢盯紧，一刻
不能懈怠。永和苑水网改造、永和苑二期
安置房建设等项目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
加快速度。

汉冶街道作为位居全区经济实力第一
方阵的办事处，辖区面积大、流动人口多、
社会矛盾多，如何统一人心、凝魂聚气？如
何把群众关心、反映的问题研究处理好，赢
得群众满意？

街道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心系人民、
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人民情
怀，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忠于党，用钉钉子精神推动民生改善，
让居民生活更加幸福和谐。该街道党员
干部时刻心系居民，真正做到在其位、谋
其政、尽其职、负其责、出其力，把责任担
当作为一种义务，当作一种使命。始终坚
持群众路线，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
顺民心聚民意、谋民利求民富、保民生解
民难作为自己的责任，解决好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推进“双创
双建”活动、项目建设、三产发展、“双违”
整治、环境污染综合治理等民生工作中，
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以求真务实、顽强
拼搏、团结向上的作风，应对挑战，破难而
进，争先创优，为加快汉冶经济社会全面
发展再立新功。

创新理论宣讲进基层，解疑释惑合力
促发展。宛城区汉冶街道创新理论普及走
出一条新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如今
的汉冶街道，理论的东风吹起发展一池水，
务实重干、敬业奉献的新风扑面而来，风清
气正、百舸争流的发展局面已经形成。街
道先后荣获全省爱国拥军模范单位、全省
环保法律法规宣传暨大气污染整治诸项专
项行动先进单位、全市民政系统群众满意
的基础窗口服务单位、全市党的十九大期
间安全稳定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全市综治
和平安建设先进单位、全市“双创”工作集
体三等功等殊荣。8

“原来理论宣讲如此甘甜”
——宛城区汉冶街道创新理论宣讲促发展侧记

“党的创新理论万场宣讲进基层”活动走进汉冶街道

汉冶街道举办丰富多彩文化活动惠及居民 惠华先 摄

“巧媳妇”扶贫车间进村入户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袁永强 韩春）

6月 7日上午10时，宛城区金华镇张大坑村贫困户谢书玲准
时来到张大坑村“巧媳妇”扶贫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谢书玲的丈夫患有癌症，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不能外出打
工，以前只能零碎时间帮人干点体力活，收入低而且身体负
担很重。如今“巧媳妇”扶贫车间开到了家门口，这可解决了
谢书玲的大难题。

据悉，宛城区立足农村留守妇女多、就业愿望强的实际
情况，把“巧媳妇”工程作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力抓
手，积极建立“巧媳妇”信息平台，推出了各类“巧媳妇”致富
项目，为农村妇女们就近、就地、灵活就业提供了新途径，走
出一条特色的“巧媳妇”产业扶贫路。如今，该区“巧媳妇”
工程加快推进，吹皱妇女创业一池春水：黄台岗镇妇联副主
席张丽与艾草之都对接，将其艾制品加工项目引进黄台岗
镇扶贫车间，吸引了周边 50多名留守妇女就业；红泥湾镇
兼职副主席杨倩看到区妇联发布的项目信息后，积极考察
项目，在潘庄村开办了“巧媳妇”扶贫车间，吸引了潘庄村等
周边村庄 30多位留守妇女就近就业；溧河乡妇联专职副主
席刘淑娥认真调研了辖区内的已有的“巧媳妇”企业，专门
成立“巧媳妇”加工车间。8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乔彬

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