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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中央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

上，一个不能掉队。

炎炎夏日，肩负扶贫重任的许昌市近 3

万名帮扶干部满怀热情与干劲，奔波在一

线、穿梭在田间。过去的一年，他们用汗水

“浇灌”出一份高质量的扶贫成绩单：全市

35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共有 7198户、

21081人实现脱贫；为贫困户量身定制增收

计划11.6万项，平均每户覆盖4.7项……

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阶段。许昌市委、

市政府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

大的民生工程来落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气度、“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气魄，锁定“时

间表”、划好“施工图”，书写出全面小康征程

中“一个不能少”的“许昌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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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筛选

1042家基础好、
势头强、社会责
任感强的企业与
2087 个行政村
结成帮扶对子

7月4日，农民在鄢陵县大力鼓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大棚内采摘蔬菜

本报讯（赵允利）7月 1日，鄢陵县室外红色党
员群众教育培训基地——鄢陵县党建主题公园
正式开园了。

党建主题公园依托鄢陵县鹤鸣湖水利风景
区现有资源，总占地130余亩、8600多平方米，主
要设置入党宣誓区、志愿服务区、红色步道、廉政
文化长廊、历史文化长廊5个主题板块，坚持突出
党建元素，融入鄢陵特色，印制了石雕标语、鄢陵
名片、党建知识 400 多条，悬挂党旗国旗 280 多
面，让党员群众休闲娱乐的同时，学习党的知识、
感悟党性教育，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政治自觉、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党建主题公园的建成投用，为广大党员群众
接受党性教育提供了新的平台。鄢陵县将在发
挥公园作用上下功夫，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入党
积极分子等对象，在每月 10日主题党日和七一、
十一等重大节日，通过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志愿
服务等形式，持续强化党员日常教育培训，着力
把鄢陵县党建主题公园打造成为集党员干部教
育、党建文化展示、群众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室外
红色教育基地。7

脱贫攻坚“高一格”全面小康“快一步”

““一个不能少一个不能少””的许昌担当的许昌担当

“旭辉大哥，你看我编的小自行车咋样？”6月 30
日，在襄城县湛北乡手工艺品编织脱贫培训班上，学员
李书民拿起一个用漆包线编织的小自行车，兴奋地让
老师李旭辉提意见。“很好！很好！你可以出师啦！”坐
在轮椅上的李旭辉高兴地说，“就按这个标准做，一天
至少可以做10个，除去成本，每月保守估算收入能超
过1000元，养活你自己没问题！”

李旭辉是襄城县湛北乡人。1999年，他不小心
从柿子树上跌落，导致双下肢截瘫。身体

残疾的他，有过自暴自弃的想法。最困
难的时候，是当地党委、政府举办的
免费技能培训班，让他拥有了一技
之长，也重新收获了信心和勇
气。一条条五彩斑斓的漆包线，
在他手中折叠缠绕，变成了小自
行车、麒麟等工艺品，成了各个
旅游景点的俏销货。

湛北乡党委因势利导，采用
典型引路的方法，聘请李旭辉担

任老师，走上讲台为身边群众讲解
手工艺品编织技术。去年以来，在这

个主要为残疾人开设的手工艺品编织脱
贫培训班上，已经出师的残疾人达到 33人，每

月平均收入在 1100元以上，其中 5名佼佼者每月收
入 4000多元。李旭辉说：“如今党和政府的扶贫政
策这么好，我也应该为脱贫攻坚出把力。就像习总
书记说的那样，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给钱给物，只解一时之困；扶能扶智，才能治懒
治愚。”许昌市扶贫办主任李晓文说，“变‘要我脱

贫’为‘我要脱贫’，激发出贫困群众的内
生动力，才能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发展产业是增加贫困群众收
入的活水源头，也是实现由“输
血 ”到“ 造 血 ”转 变 的 有 效 途
径。许昌市充分发挥民营经济
活跃的优势，实施了“千企帮
千 村 ”精 准 扶 贫 活 动 ，筛 选
1042 家基础好、势头强、社会
责任感强的企业与2087个行政

村结成帮扶对子，通过产业兴村、
就业带村、项目联村等形式，引导贫

困户直接或间接参与产业经营，分享
产业链条收益。2017年脱贫的 21081 人

实现了产业项目全覆盖、叠加措施全覆盖、稳定增收
渠道全覆盖，真正做到了真脱贫、脱真贫。

禹州市利用废旧村集体房产和闲置农户住宅，建
成扶贫基地34个，创业小院26个，带动贫困户647户、
1042人，实现稳定增收；建安区奥莱尼亚服务公司建立
6个社区工厂，吸纳贫困人口40余人，设立贫困户“弹性
就业岗”，实现照顾家庭与务工挣钱“两兼顾”；鄢陵县依
托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项目优势，大力推进
电商扶贫，全县花木电商网店发展到1510家，年销售花
木总额21.2亿元，从业人员2100多人，带动贫困户从
业359人。

榜样示范、政策倾斜、“志智”双扶、产业支撑，许
昌市不断将致富之水浇到穷根上，长效稳定脱贫机
制逐步形成。

近期，许昌市区护城河内的荷花竞相开放，
散发出阵阵清香，尽显都市荷塘的美景，吸引众
多市民和游客泛舟湖面，前来观赏。据了解，今
年许昌护城河共种植 9个荷花品种、4个睡莲品
种，面积达 2.3万平方米。许昌市素有“莲城”美
称，每至仲夏，市区便呈现出“红绿交映，风景如
画。十里荷花，江湖极目”的壮美景观。7

牛原 摄

地市传真

6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长葛农民朱占春
荣膺“中国好人”

本报讯（通讯员 张慧敏）6 月 29日，中央文
明办发布6月中国好人榜。长葛市南席镇农民朱
占春数十年悉心呵护一家老小，荣膺孝老爱亲

“中国好人”称号。
1969年，长葛市南席镇何庄村的朱占春入赘

到 4 公里外的刘彦庄村，与张玉花结为夫妇。
1974年，岳父患病去世。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朱占春挑起照顾一家老小的重担。2000年，这个
家已经五世同堂。2003年冬天，朱占春的岳母刘
慧君不慎摔倒，左大腿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起。
2009年，在邻村小学任校长的大儿子突发脑梗，
经治疗后仍意识模糊，生活无法自理。2015年夏
天，由于长期劳累，妻子张玉花患上心脏病，出院
后仍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面对生活的波折，朱占春从未抱怨过。几十
年来，他赡养卧床不起的岳母，照顾重病的妻子，
拉扯年幼的孩子，任劳任怨，为家人撑起一片
天。每每谈及丈夫，张玉花都会动情地说：“几十
年来，为了这个家，他太辛苦了！”朱占春说：“一
家人相扶相帮、同甘共苦，再大的困难也会被克
服！”7

魏都区

对违背师德现象说不
本报讯（通讯员 丁姜岚）许昌市魏都区认真

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行动的通知》和《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行动方案》精神，按照市里《关于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相关内容要求，结合该
区实际情况，在区属中小学开展“教师签订承诺
书”活动。

承诺书要求，教师要严格按照学科教学标准
和学校教学计划，坚决拒绝“非零起点教学”等不
良行为，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切实减轻学生
负担，绝不出现课上不讲课后讲等违背教师职业
道德现象。不举办或参与举办教育培训机构，不
引导、诱导学生到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培训，不到
培训机构授课，不与培训机构联合违规招生，自
觉接受监督。

“我们要求教师保证自觉遵守承诺书的有关
要求，如有违犯，将接受学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或其他有关部门的严肃处理。”该区教体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7

鄢陵县

党建主题公园正式开园

十里荷花“莲城”绽放

“‘低保金’基本上可以顾住家庭的日常生
活；我给村里扫大街，每天能挣 50块钱；逢年过
节，村里、镇里还给我发扶贫款、救助金；森源集
团在家门口建的光伏发电项目，每年至少可获得
3000元的发电补贴……”7月 1日中午，站在自
家的新房前，长葛市后河镇榆林村 78岁的朱付
申老人掰着手指头算收入，高兴得合不拢嘴。

朱付申家是榆林村最困难的家庭之一。他
老伴儿患有精神疾病，常年生活不能自理；两个
儿子，一个失踪多年，另一个身有残疾。

朱付申说，自己年龄大了，还得照顾老伴儿、
孩子，不能出去打工，只能“土里刨食”，所以日子
一直过得非常艰难。家里原来的3间瓦房，多年
风吹雨淋，已经四处漏雨，摇摇欲坠。

近年来，他和老伴儿先是有了“低保”，后来
土地流转又多了几百元钱收入，去年，村里给他
安排了保洁的工作，朱家的住房也变成了4间亮
堂堂的新房。

“过去扶贫是‘大水漫灌’，现在变成了‘精准
滴灌’，算账面对面，帮扶实打实。”榆林村第一书
记吴卫东介绍，全村共821户村民，确定了16户
42人的精准扶贫对象，切实做到了“普查对象精
准”“信息采集精准”“扶贫对象精准”。眼下，他
们已为 17人办理了残疾证、重症慢性病卡，为
14户贫困户 19人办理了“低保”，对 4户贫困户
住房进行危房改造。

“扶贫先识贫。”像榆林村一样，许昌市组织
村级脱贫责任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帮扶责
任人、村干部“五支力量”进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
采集信息、面对面核算收入、面对面商定帮扶措
施，全市入户普查率达到100%，符合条件的低收
入群体“应纳必纳”，全市73个乡镇的乡档、2087
个行政村的村档、5.61万户的户档，实现“填写精
准”“整理精细”“建档规范”。

“帮扶贵精准。”许昌市建立市委常委包县、
市级领导包乡联村、市直单位包村联户、“第一书
记”驻村包户和机关干部结对包户的五级帮扶体
系，市、县两级派出 2.93万名干部下沉到基层一
线，从贫困群众关心的住房、就医、就学、就业、居住
环境改善等问题入手，因村因户因人制订帮扶计
划，一户一策，对症下药，提升贫困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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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漫灌”到“滴灌”

——实现精准发力

揭开蒙在眼上的纱布，68岁的赵海莲先把眼睛眯
成一条缝，再慢慢睁大。她发现，那些原本在眼前模糊
的事物变得清晰起来，近处的亲人、远处的走廊都能够
看得到。

6月26日，在许昌爱尔眼科医院，主管医生程宏松
来到赵海莲的病床前问：“能看清楚吗？”

“能!”赵海莲说，“免费车辆接入院，免费专家手术，
这个不要钱的白内障手术，可给俺解决了大问题。”

赵海莲是建安区陈曹乡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近几年，她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过检查确诊双
眼患有白内障，但家庭贫困一直没有治疗，一拖就是好
几年。这一次经过免费白内障手术后，她双眼视力分
别达到了0.6和 0.8，效果良好。和赵海莲一样，已有8
名白内障患者经过免费手术后，恢复光明。

许昌市扶贫办的一项调查显示，白内障、青光眼等
致盲性眼病对村民，尤其是贫困人群影响很大，容易导
致贫困人群生活不便，甚至因之丧失劳动能力。

为切实解决贫困人群因白内障等眼疾致盲问题，
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等现象的发生，许昌市卫计委等部
门在全市开展精准扶贫“光明行动”，对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中的致盲性眼病患者进行免费救治，每年救助
1000名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病患者，到2020年，基本实
现对建档立卡致盲眼病患者免费救治全覆盖。

开展“光明行动”，是许昌市精准扶贫大“合唱”中
的一个跳动“音符”。在脱贫攻坚中，许昌市民政、卫
计、交通、住建、教育等各职能部门积极行动，着力构建
上下联动、横向联合、齐抓共管的“大扶贫、大脱贫”工
作格局。

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农村危房改造1546户，占
年度任务数的59.5%；免费为贫困人口配送药品9.49
万人次，免除贫困患者医药费660.73万元；为16964人
次贫困家庭学生发放了教育补助，资助金额706.68万
元；为 3.79万户特殊贫困户发放各类救助金2859.49
万元；全市农村低保标准调整到3500元/年，分散供养
五保标准调整到4050元/年，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以党建带脱贫、抓党建促脱贫。许昌市全面落实
“一编三定”工作法，按照“定岗位、定责任、定奖惩”的要
求，将2087个村庄的无职党员、流动党员编入村级脱
贫责任组，建立党员联系帮扶贫困户“一联四帮”工作
制度，每名党员每周联系一次贫困户，帮摸清底数、帮
政策落实、帮生产生活、帮环境整治，让农村党员在脱
贫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精准脱贫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许昌
市按照“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以乡村振
兴战略为指引，以提高脱贫质量为根本，以贫困户稳定
增收为核心、以作风转变为抓手，以激发内生动力为保
障，着力构建大扶贫、大脱贫工作格局，确保全市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7

变“输血”为“造血”

——挖掘内生动力
由“独唱”至“合唱”

——形成攻坚合力3

位于襄城县
汾陈乡朱堂村的
襄城县扶贫产业
项目撒欢猪原生
态养殖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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