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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庆东:
在哪儿都要踏实干事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要利用挂职的机会，
多做一些顺民心、惠民
生的事。

单庆东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去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有些
人视为“苦差事”，单庆东却说这是
他期待已久的事，“我是农民的儿
子，从事农业机械行业，很庆幸能一
直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

在国机集团农装营销中心工作
的单庆东，经常去农村送农机、送农
技。2016年，被选派到淮滨县挂职
后，他就从央企管理人员转变成为
国家级贫困县专职分管扶贫工作的
县委常委、副县长。

虽然职业身份有变化，但单庆东
扎根基层的情怀一直没有变。他常说

“无论在哪里，都要踏踏实实干事”。
7月 9日，记者跟随单庆东来到

淮滨县三空桥乡刘圩村，一进村就
看到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村委会。

“这条水泥路，连同路东的敬老
院、路西的村委会，都是单县长协调
国机集团出资修建的。”村党支部书
记刘炜铎介绍，淮滨县是国机集团
对口帮扶的贫困县，刘圩村又是国
机集团重点帮扶的联系点。单庆东
来到淮滨县后，为这里的村民办了
不少实事。

两年前，单庆东第一次到刘圩村
就碰上了麦收农忙。看到村里没有大
型农业机械，单庆东立即协调国机集
团捐赠了联合收割机、打捆机等十余
台农业机械。

麦收结束后，单庆东提醒村干部
要用好这些农业机械等固定资产。经
多方协调，这些农业机械由村委会委
托当地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调配
和维护。“根据协议，合作社每年要给
村里十多万元租赁费，这些租金成为
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改善
村民的生产生活。”刘炜铎介绍。

建文化广场、改造电网……粗略
估算，这两年，单庆东协调国机集团等
单位或部门投到刘圩村的帮扶资金有
上千万元。

“要脱贫，光靠投入还不够。”单
庆东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扶智来增
强贫困村、贫困县的“造血”能力。

去年8月，在单庆东的邀请下，国
机集团负责人带着所属中国一拖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苏美达集团有限公司
等十余家企业负责人来到淮滨县，送
扶贫“大礼包”。

位于淮滨县产业集聚区正在建
设的苏美达服装公司就是其中的一
个项目。“这个项目投资3000万元，
占地 40亩，年底就能投产。”单庆东
介绍，他们采取“公司+扶贫车间”的
模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第一个
扶贫车间已于今年2月正式投产。

“全县有97个贫困村，如果每个
村都有一个扶贫车间，村民就能尽早
实现脱贫致富。”单庆东说，淮滨县要
实现2019年脱贫摘帽，需要更多党员
干部主动作为，实干苦干加巧干会干。

为了让淮滨县早点甩掉“穷帽
子”，单庆东一直奋战在脱贫攻坚最前
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要利用
挂职的机会，多做一些顺民心、惠民生
的事。”单庆东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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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 10日，省发改
委下发了《关于开展省级低碳试点（第一
批）创建工作的通知》，我省首批17个低碳
创建试点单位将推行“1公里内步行、3公
里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
的“135”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据介绍，这 17个单位包括汝州、兰考
等 5个城市试点，中牟县雁鸣湖镇韩寨社
区、孟津县瀍水华庭社区等6个社区试点，
永城市产业集聚区等 3个园区试点，洛阳
市碳普惠制等3个工程试点。鼓励各试点
探索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在区域碳
排放总量控制、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
等体制机制方面勇于创新。试点期限原则
上不超过三年。

按照计划，今年我省将在低碳创建试
点的基础上实施全民节能低碳行动，力争

“十三五”期间全省减少能源消费量720万
吨标准煤，减轻大气污染防治压力。③6

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
骑行，5公里左右乘公交

我省力倡绿色出行方式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韩静

7月9日上午，记者来到临颍县三
家店镇高宗寨村杨小秋家，看到小院
收拾得很干净，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
袋洗衣粉、一袋卫生纸和一瓶杀虫
剂。“这是俺用积分在村里的‘爱心超
市’换来的。”杨小秋高兴地告诉记者。

五十出头的杨小秋需要照顾瘫
痪的丈夫，还要种地，这压得她一度
喘不过气。村里给她安排了打扫卫
生的公益岗位，她怕人嘲笑，总是趁
着没人时悄悄去打扫。

这种情况在今年发生了变化。
村里组织贫困户联合成立了爱心互
助组，杨小秋和互助组的人一起，互
相帮助打扫卫生、收割庄稼、学习政
策等。“大伙儿互相鼓励，感觉就是
不一样。”杨小秋说。

34岁的程二伟是被贫困户推选的
爱心互助组组长。为当好组长，他不

仅经常带领贫困户在村内清扫街道，
还发起成立了互助组微信群。“过去，我
抱怨家庭条件不好。现在大伙儿选我
当组长，我就得负起责。”程二伟说。

部分贫困户缺乏脱贫信心、懒
散消极，如何激发其内生动力？今
年以来，临颍县以部分乡镇为试点，
在行政村探索成立贫困户爱心互助
组，由贫困户自己推选出组长、副组
长，开展各种集体活动。

“以前，有些贫困户对政策帮扶
有较强的依赖性。”临颍县三家店镇
党委书记李鹏涛说，通过成立爱心
互助组和建立爱心超市兑换积分，
贫困户的积极性增强了，汇聚起了
互帮互助摘穷帽的正能量。

“脱贫攻坚是帮扶主体和帮扶
对象的互动过程，政府不能大包大
揽，而应将重点转到扶志上来。”临
颍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县已在各乡镇全面推开
贫困户爱心互助的做法。③4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韩惊涛

7月 10日，位于台前县马楼镇后
赵村的佳丽养殖专业合作社又迎来
丰收：白胖的肉兔从农户家跳出栏，
仔兔则被技术员细心地“安顿”在贫
困户家里。生意虽忙，合作社负责人
刘秀春却一大早就出了门。

刘秀春在村里的几处废弃坑塘
看了又看——“后赵村美丽乡村建设
规划”仍需完善，这是她今年当选村
委会主任后的第一把“火”。从 2017
年年底脱贫到主动竞选村干部，短短
半年，刘秀春的“野心”越来越大。“让
村里人都过上好日子！”今年 4月市
里的一次培训，让刘秀春发生了变
化，“俺可是致富带头人培训班的毕
业生，不做出成绩能行？”

当下，“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
训班”是濮阳大热的“扶贫品牌”。村

“两委”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农民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养殖大户、小
微企业经理等争相报名，学政策、学

种植养殖技术、学电商发展新模式。
“这个培训计划自今年 4月启动，将
覆盖全市 638个贫困村，每村至少培
训 2名以上扶贫致富带头人。”濮阳
市扶贫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刘秀春听的第一堂课，由乡村振
兴战略展开。“乡村振兴，桩桩件件跟
村里的好日子有关。只要想干，自己
的腰包跟贫困户的钱袋子就能一起
鼓！”没有“官腔”没有“命令”，濮阳市
扶贫办主任李金明的一席“大白话”，
让刘秀春豁然开朗。“不少贫困户也
想养兔子，俺正琢磨着怎么更好地帮
他们。”刘秀春本是因病致贫的贫困
户，办起合作社脱贫后，也有心扶别
人“上马”。在培训班学习了扶贫、创
业相关政策和知识后，刘秀春回村大
干起来，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入股养
兔、流转土地种植葡萄带贫，她本人
则参与村“两委”班子换届。“培训给
俺的底气，让村民对俺更放心。”刘秀
春自豪地说。

“大讲座”唤醒“领头雁”，“小课
堂”则给予他们“实用秘籍”。小到肉
牛生病怎么办，大到电商平台搭建；
细到盐碱洼地种植水稻，新到“以虫
治虫”的生物技术，授课内容直击“痛
点”。现场教学又让学员先模仿再创

新，把先进的技术应用到创业扶贫的
实际中。

“工人爆满，机器都不够用了！”
范县濮城镇董桑庄村的郭秋月经营
着村里的扶贫车间，培训如“及时
雨”，打开了她的思路：之前盲目接订
单，既赚不到钱，工人也流失了；现在
只接环保马甲的订单，销量稳定，工
人容易上手。考勤、例会等制度的建
立，也让工厂更正规。

“培训结束后，支农志愿者服务
队还帮俺协调贷款、拓宽销售渠道。”
对于和专家、企业家搭建的长期交
流、跟踪服务平台，郭秋月赞不绝口：

“有他们，俺的帮贫带贫路就越走越
宽！”③6

基层亮点连连看

濮阳精准培训致富带头人

脱贫“火种”播到每个贫困村

贫困户有了互助组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年年 ★光★光影影4400年年

□崔申义 摄影报道

改革开放之初，商丘市区
面积不足 5平方公里，街道总
长不超过10公里，最高建筑不
超过 5层楼，市区人口不到 10
万。改革开放40年来，这里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的
商丘市城区面积已达125平方
公里，市区人口126万。⑨3

相关新闻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杨明

老区要脱贫，产业是支撑。
固始县按照“稳增收、重叠加、全

覆盖”的原则，着眼“人均收入达5000
元以上的标准，户均有 2项以上产业
就业措施”的要求，把产业扶贫作为核
心举措，在吃透政策、摸清实际、因地
制宜的基础上，确定了产业扶贫的主
攻方向。

做好“农”文章

固始白鹅是我国优良的地方鹅种
之一，随着外出务工农民增多，养鹅的
农户越来越少。

今年 48岁的王应付是固始县分
水亭镇王塘村人，早年在外务工有成，
2008年返回老家后，开始培育纯种固

始白鹅。经过潜心钻研，他终于掌握了
养殖技术，实现年赢利20万元以上。

2015 年，在政府支持下，王应付
注册成立了蓼东白鹅养殖场，带动周
边贫困户一起脱贫致富。

2018年 1月，刚建好15间鹅苗孵
化板房被大雪压塌，当地政府想方设
法帮他化解危机，渡过难关。

他告诉记者：“有了政府的帮助，
我就能扩大规模，申请固始白鹅生态
原产地保护认证，带动更多的贫困户
脱贫致富。”

近年来，固始县把发展有前景、群
众有基础、市场风险小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作为产业扶贫的骨干，全力帮
扶群众发展了种植、养殖、加工、渔业、

旅游、桑蚕、电商等8大类19个富民产
业，涉及 2411家龙头企业、合作社和
家庭农场，建成 606个“多彩田园”产
业 扶 贫 示 范 工 程 ，带 动 贫 困 户 近
23000户，带动贫困人数达11万余人。

练好“新”招式

在徐集乡花集村，贫困户刘家琴
正忙着打包从农村刚收来的土鱼、王
脑萝卜等土特产，发给网上的买家。

“以前只能靠养几只鸡鸭卖点钱
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如今，
电商产业园给我们培训，教会我在网
上开自己的农产品微店，一个月少说
也能挣个两三千块，脱贫不在话下！”
刘家琴笑着感慨地说。

2017年年初，该县引进电商企业
“农夫铺子”，建立起互联网+现代农
业电商精准扶贫产业园，成功带动了
当地 180余户贫困人口脱贫，未来仍
可带动500户以上的贫困人口脱贫，成
为当地脱贫攻坚强有力的“助推器”。

固始县县长王治学告诉记者，他
们在产业扶贫中学了不少“新招式”，如
采取“支部＋产业”等模式，发展“一村
一品”、组织村企合作、壮大集体经济、
建设光伏电站等多种方式方法，不断发
展壮大扶贫产业，帮助群众增收致富。

他们还选择牧富、三高、锦绣园等
11家龙头企业，探索构建“龙头企业+
基地+合作社+贫困户”“政府+龙头企
业+养殖小区+贫困户”等产业发展带

动模式，在贫困户和龙头企业之间建
立多元精准的紧密联结机制，让贫困
户长期受益。

用活“奖”政策

53岁的徐集乡文塔村村民范仲平
最近喜上眉梢，前不久，他因勤劳能
干，养殖小龙虾，不仅自己创业脱贫，
还带动乡亲一起脱贫，被推选为“十佳
百星”文明户，受到了乡党委、政府的
表彰。

从去年 2 月份起，固始县在 146
个贫困村推行“一村一品”，先后举办
栀子花、柑橘栽培，桑蚕养殖，小龙虾
养殖和针织技术培训，发展产业帮助
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千余户贫困

户学会了“稻虾共作”，全县已发展 5
万余亩，每亩收益3000余元。

为了鼓励发展扶贫产业，实现带
贫产业多元化，县里专门研究出台了
产业扶贫“以奖代补”政策，设立了专
项产业奖补资金，按照主动发展生产、
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的不同类别，与
贫困户建立奖补联结机制，激发贫困
户内生动力。

对于主动自愿发展生产的贫困
户，通过新兴产业或扩大原有种植、养
殖、加工业、商业及其他副业的规模所
获得的纯收入，实现当年收入3000元
以上，奖补 1000 元/户；达 6000 元以
上的，奖补 2000元/户；达 1万元以上
的，奖补3000元/户。

2017年，该县累计兑现奖补资金
3000余万元，激励带动贫困户 18360
户。今年，他们力争全年兑现奖补资
金达 5000万元，新增受益贫困户 1.2
万户左右，用实实在在的扶贫措施，给
贫困群众带来崭新的希望。

产 业 扶 贫 强 支 撑
固始脱贫攻坚故事②

脱贫攻坚是帮扶主

体和帮扶对象的互

动过程，政府不能大

包大揽，而应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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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 6月 29日，大型城雕《商》落成典礼在新修的神
火大道与南京路交会口环岛举行。

现在，神火大道与南京路交会口环
岛四周高楼林立，已成为商丘市城区的
中心（7月8日摄）。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按照立行立改、边查边改的要求，全面开展
案件核查。7月 10日，第31批中央环境保
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结果公布。本
批共有涉及漯河、南阳、信阳、许昌、平顶
山、三门峡、驻马店、汝州、邓州等地的111
件举报案件。此次公布结果具体到每个案
件的反映情况、调查核实情况、处理及整改
情况、问责情况等方面，具体情况已在省政
府 网 站（http://www.henan.gov.cn/）、
省 环 保 厅 网 站
（http://www.
hnep.gov.cn/）公
布，也可扫描二维
码查看。③6

（本报记者）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第31批交办案件
办理结果公布

高楼平地起

截至2018年7月10日，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
件共 38批 5477件。其中，郑州 1380
件，已核查办理1317件；开封160件，
已核查办理155件；洛阳507件，已核
查办理495件；平顶山224件，已核查
办理219件；安阳302件，已核查办理
294 件；鹤壁 103 件，已核查办理 96
件；新乡 311件，已核查办理 305件；
焦作250件，已核查办理239件；濮阳
139件，已核查办理 132件；许昌 188
件，已核查办理181件；漯河79件，已
核查办理77件；三门峡136件，已核查
办理128件；南阳516件，已核查办理
506件；商丘 125件，已核查办理 123
件；信阳 261件，已核查办理 259件；
周口121件，已核查办理116件；驻马
店 200 件，已核查办理 195 件；济源
115 件，已核查办理 112 件；巩义 89
件，已核查办理86件；兰考13件，已核
查办理13件；汝州63件，已核查办理
62件；滑县 32件，已核查办理 31件；
长垣县14件，已核查办理14件；邓州
51 件，已核查办理 50 件；永城市 14
件，已核查办理 14件；固始 46件，已
核查办理45件；鹿邑12件，已核查办
理 11 件；新蔡 11 件，已核查办理 11
件；航空港区15件，已核查办理15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环
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 35批信访举
报件总计 5301 件，通过省级现场核
查组核查的3960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