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俺村这个驻村第一书记
真是‘驻’到了俺们群众
心里。

刘喜桃
上元村贫困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动

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8月 8 日，在伏牛山写生基

地——嵩县黄庄乡三合村的村民

王翠粉家里，她满脸笑容地指着

正在装修的房子，对前来探访的

涧西区委有关负责同志说：“都快

住上新房了，俺家变化可大啦！

感谢党和政府关心俺贫困户，日

子会越来越好。”

三合村“六改一增”是涧西区

对口帮扶嵩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项

目之一，给贫困山区群众带来了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按照洛阳市委、市政府统一安

排部署，涧西区对口帮扶深度贫困

县嵩县，大力探索项目带动扶贫、

督查保障扶贫的模式，有力推动了

扶贫攻坚迈向深入、取得实效。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高德权 吴永亮 朱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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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口帮扶工作中，涧西区把
项目建设作为精准扶贫的有
效模式，出资 1800 万元，先
行实施第 1批 3 个覆盖嵩县
全县的帮扶项目

□本报通讯员 葛高远 董俊峰

“我们引进的投资 500万元的养牛场
项目现在正在建设；引进的扶贫车间箱包
项目，资金已经到位，各项手续已经办完，
马上就可以开工了……”8 月 9 日，一见
面，王立峰说起扶贫工作如数家珍。

去年 11 月，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安
排，王立峰到伊川县平等乡上元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他是河南省煤田地质局派驻
的第三任书记。上元村虽然实现了整体脱
贫目标，但距来驻村时的要求还有一些差
距。为此，王立峰感到肩上的担子还很重。

在对上元村20多天的走访了解后，王
立峰认为：经过3年帮扶，上元村集体经济
由刚开始的啥都没有达到了目前的 20万
元，但要想早日让全体村民甩掉贫困帽子，
过上小康生活，仍然要走好壮大集体经济

之路。
在乡党委、村“两委”的支持下，王立峰

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市场调研，上洛阳、到
郑州，托朋友、找同学，发信息、打电话，通
过各种途径寻求适合上元村脱贫的产业项
目。不久，三个项目相继引进来了：引进的
投资近500万元，规模达500头的养牛场，

可直接带动20户贫困户就业，每户年增加
收入8000元；为村里建设的伊淼泉净化水
厂投产后，不但能带动 4户贫困户进厂务
工，村民每年还可以限量免费领取净化水；
利用第一书记专项资金建设的扶贫车间，
引进箱包加工业务，可使村里富余劳动力
不出家门进车间务工，实现家庭增收。

壮大集体经济只能鼓了村民的口袋，而
要改善村民的生活环境，就要下大力气抓好
民生。为了实现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的
目标，王立峰跑县上、下乡里，使得一个个民
生工程在上元村投资落地：投资 16.8万元
建成的医疗卫生室，实现了村民小病不出村
即可就医的目标；投资13.6万元，完成了上
元小学（幼儿园）破旧校舍的修缮，购置了新
课桌、新凳子，为小学生创造安全、舒适的学
习环境；投资 36万元，建设总面积 1600平
方米的上元综合文化广场马上开工，将为村

民提供一个文化休闲的场所；利用第一书记
专项资金，为全村外墙体绘制了宣传画，在
村中栽种了800多棵行道树，房前屋后栽种
了月季花……为让村里的农产品卖个好价
钱，他协调派出单位，利用过年给职工发福
利的时机，将村里的花生、粉条、芝麻等收购
一空，销售收入达17万元。

上元村悄然发生着变化：村民的口袋越
来越鼓了，村容村貌越来越美了。“俺村这个
驻村第一书记真是‘驻’到了俺们群众心
里。”提起王立峰，村里的贫困户刘喜桃连声
说“好”，村民们也都赞不绝口。

“下一步，我们要积极争取上元村土地
提质改造项目获批，使现在的‘望天收’土
地改造成能水浇的良田；下大力气继续引
进项目、改善民生，尽一切力量为村民多办
实事，早日让村民过上小康生活。”对于今
后的工作，王立峰信心满怀。7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精准扶贫，
给钱给物不如给项目，授人以渔的产业扶贫
可谓“拔穷根”之策。一些贫困地区已经受
惠于此。

在对口帮扶工作中，涧西区积极探索
对口帮扶新模式，把项目建设作为精准扶
贫的有效模式，真正让贫困群众分享产业
帮扶红利。

涧西区政协在帮扶对象车村镇顶宝石
村调研时，立足该村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充分挖掘资源，共同提出了以发展旅游经济
为主要方向的产业帮扶计划，提升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

按照“点面结合、长短结合”工作思路，
涧西区聚焦“特色产业发展、群众生活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由区财政出资
1800万元，先行实施第1批3个覆盖全县的
帮扶项目。目前，涧西区投资的嵩县贫困重
度失能残疾人集中托养管理中心项目，已建
成3个，托养重度失能残疾人30人，其他13
个托养中心已完工，正在验收中。

因病致贫返贫是农村家庭贫困的主要
原因之一。为此，涧西区积极探索医疗卫生
精准扶贫模式，把远程诊疗系统项目作为帮
扶工作的突破口，依托辖区河南科技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帮助嵩县建设覆
盖318个村卫生所的远程医疗平台，提高群
众医疗保障水平，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设
备安装调试。项目完成后，村民在家门口即
可享受大医院的专家服务。

让贫困户稳定脱贫是长远之计，有了精
准帮扶项目的支撑，村民们才能赚钱、真脱
贫。涧西区拟投资250万元，帮助嵩县建设

一座集旅游接待、景区服务、写生交流、文化
展示、土特产展销等于一体的手绘小镇文化
艺术中心。此外，涧西区针对三合村20户
贫困户实施的“六改一增”[改院、改厨、改厕、
改门窗、改墙（地）面、改照明灯、添置或更新
简单家具]项目和6套特色民居项目已完成。

此外，教育也是涧西区开展扶贫的关
注点之一。区政协为车村镇顶宝石村捐
赠学生桌椅 152套；区人大邀请车村镇纸
房村小学 6名教师到东升一小开展轮训，
提高教学水平。

据涧西区农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涧西区
准备继续追加投资1000万元，对32个帮扶
村建设一批公共基础设施和产业帮扶项目。

“下一步，涧西区将继续认真落实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重点工作会议精
神、洛阳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重点工作
推进会精神，把政治站位提得更高、精准
帮扶落得更细、脱贫质量把得更严，让帮
扶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坚决打赢精
准脱贫攻坚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持续
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涧西区委主要
负责同志说。7

涧西区结对嵩县脱贫攻坚

项目帮扶“拔穷根”惠民生

“驻”进群众心里的第一书记

精准扶贫，在于扶贫对象要摸精准，帮
扶路子要找精准。

2018年，涧西区对口帮扶县调整为深
度贫困县嵩县。涧西区高度重视，精心谋
划，成立了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由区
委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并亲自研究部署，专
职副书记具体主抓推动，确保了对口帮扶工
作集中统一领导、迅速开局、扎实有序推进。

涧西区采取“督查+调研”模式，由区
委督查室、区委政研室共同牵头，组成专题
调研组赴嵩县基层一线了解情况，通过发
放调查问卷、访谈座谈等形式，与当地村两
委和村民沟通交流，确保得到的信息准确、
资料精确。

同时，全区43个帮扶工作队有序进驻
嵩县 15个乡镇的 32个非贫困村，通过与
村“两委”对接、召开座谈会、入户走访等多
种形式，进村入户了解村容村貌、贫困底
数、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详细制定工作台
账，把贫困户收入情况、致贫原因、存在问
题、亟须解决的生活难题等登记造册，确保
全面掌握贫困群众的真实情况。

通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原汁原味梳
理问题，涧西区共形成调研报告 50余篇，
梳理出产业项目、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等 5
个方面民生诉求30余条，分析出了致贫原
因，制定出帮扶计划。

“督查+调研”
摸清底数找准路

1

扶贫就要实打实、心贴心。涧西区围
绕扶贫攻坚工作，建立了“111”督查工作
机制，即“一个例会、一本台账、一套体系”，
确保扶贫取得实效。

一个例会。每周一上午，由区委、区政
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督查工作例会，将嵩
县对口帮扶工作列入其中，听取上周进展，
安排本周工作。今年以来，区委督查例会
先后 16次研究解决帮扶工作中出现的问
题，并通过印发《督查周报》，督促工作落
实。截至目前，共妥善解决帮扶工作中出
现的15个问题。

一本台账。区委督查室将各项工作逐

级分解细化，建立督查台账，确定时间节
点、具体要求，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建立考核制度，对工作开展好的单位给予
表扬，对工作落实不力的单位给予通报批
评，切实督促责任单位将责任扛在肩上、工
作落到实处。

一套体系。把对口帮扶工作纳入全区
目标管理体系，明确全区各单位一把手为
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直接责任人。把
对口帮扶工作完成情况纳入年度目标考
核，作为部门评优评先、干部提拔任用的重
要参考指标，有效调动了全区各级参与帮
扶工作的积极性。

变“输血”为“造血”
项目建设让群众享受帮扶红利

3

“三个一”督查
确保扛牢责任见实效

2

涧西区政协帮扶小组为车村镇顶宝石
村小学送去152套爱心桌椅 高德权 摄

黄庄乡三合村“六改一增”项目给贫困山区群众生活面貌带来了巨大变化 高德权 摄

地市传真

洛阳科技金融大市场正式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晓东）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法院第五届微
电影颁奖会上，洛阳市老城区人民法院拍摄的微电影《这对老
赖不寻常》荣获十佳微电影执行类一等奖。

洛阳市老城区法院从日常工作中选取“姐妹玩替身”和“夫
吞硬币妻闹法院”两个真实案例，融合为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本，
将执行干警的艰辛付出和睿智毅勇以微电影的方式向全社会展
示，影片直击观众内心，最终收获第五届全国法院所有参赛微电
影的最高票，成为执行类第一名，同时荣获最佳导演奖、最佳编
剧奖等单项奖。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8月 8日，洛阳科技金融
大市场正式投入运行，旨在实现科技信息共享，加速科技成
果产业化。

据悉，洛阳科技金融大市场由洛阳市科技局、洛阳高新
区管委会和西安科技大市场三方合作共建的线上线下协同
发展的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是洛阳市重要的科技资源统
筹转化中心和科技创新综合服务基地。

洛阳市科技局局长王进介绍，自去年 12月 28日该平台
试运行至今，已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5.227亿元，促成技术交
易合同308项，吸纳入库共享仪器设备425台（套），检验检测
机构101家，专利挂牌项目314项。

启动仪式上，洛阳、南阳、济源、三门峡、鹤壁、西安、运城
七地市科技局共同签订《科技合作与资源共享战略合作协
议》。按照协议，洛阳将加强与西安、运城等地在区域创新生
态平台构建、技术转移转化模式探索、双创服务体系建设及
技术自由贸易机制模式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与资源共享。

启动仪式上，洛阳高新区管委会、洛阳科技金融大市场以
及来自各大高校的技术转移机构共同签署了关于洛阳技术转
移、成果转化的倡议书。根据倡议，各方将协作统筹科技创新
要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发挥科
技创新优势，借助高校的创新优势，助力产学研合作，推动高校
科技成果向社会转移转化；积极支持创新创业，通过培养技术
转移人才，为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提供高水平服务。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张静 赵阳）8月 7
日，洛阳市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会议召开。为深入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的目标要求，优
化洛阳市营商环境，确保降价成果真正惠及终端用户，洛阳市将
全面清理规范全市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

转供电是指电网企业无法直接供电到终端用户，需由其
他主体转供的行为。对于具备一户一表改造条件的转供电
用户，洛阳供电公司将主动服务，帮助其尽快实现直接供电，
并按照目录销售电价结算；对于不具备直接供电条件、继续
实行转供电的用户，转供电主体要将我省出台的降低一般工
商业电价政策全部等额传导给终端用户，经营者或出租者不
得以电费名义收取用电以外的其他费用，也不得与电费绑定
收取其他费用，不得截留政策降价红利。

会议明确，对于居民合表用户，物业公司或开发商须按国
家规定的居民合表电价标准向居民户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施
用电及损耗通过物业费另行协商解决。符合相关规定、用于居
住出租的房屋，承租双方应严格按照我省居民电价缴纳电费。
属于合表用户的，执行居民生活用电合表电价标准；属于一户
一表用户的，承租双方电费结算标准不得超过居民生活用电一
户一表三档电价标准。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由承租双方
通过租金、物业费等方式协商解决。

另据了解，洛阳市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对转供电环节不合
理加价行为进行清理规范和监督检查，对重点转供电企业实行
双随机检查，充分利用 12358价格监管平台和举报监督电话
63396110，对反映集中的问题开展重点检查。7

洛阳开展清理规范
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董翠翠）前不久，在洛阳“市民之家”妇
联窗口，满面愁容的李女士带着6岁的女儿来寻求帮助，受到
窗口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

鉴于李女士和其女儿都有被家暴的经历，为避免同行的
女儿因为母亲的陈述受到二次伤害，工作人员安排法律咨询
和家庭教育志愿者对母女二人进行分别指导。两个小时过
去，母女二人轻松满意地离开了中心。

这只是洛阳市妇联婚姻家庭指导服务中心日常服务的
一个镜头。目前，该中心有综合服务窗口一个、综合服务房
间一间、专业服务房间两间，招募洛阳晚报红娘帮帮团、市女
律师工作委员会、家政培训及创业就业指导服务队等 6支志
愿服务队参与，为市民提供权益维护、婚恋交友咨询、就业创
业指导等服务，为创建和睦家庭护航。

近年来，广大女性和家庭对婚姻家庭类的服务需求量增
大，洛阳市妇联积极协调并在“市民之家”成立市妇联婚姻家
庭指导服务中心。这是全国首家地市级妇联在“市民之家”
成立的婚姻家庭公益服务平台。

“通过对十年来的接访服务进行总结分析，我们挑选六个广
大市民需求量最大的服务方向，招募有行业专长、有志于公益志
愿服务的爱心人士组成六支服务队，希望能给广大市民提供婚
姻家庭综合服务。”洛阳市妇联副主席马新红说。

据悉，该中心开业两个月来，已受理咨询服务 608件，其
中婚恋交友服务253件，法律咨询服务143件，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76件，心理咨询服务49件。7

洛阳市妇联婚姻家庭指导
服务中心落户“市民之家”

《这对老赖不寻常》获奖了

111

涧西区围绕扶贫攻坚工作，建
立了“111”督查工作机制，即
“一个例会、一本台账、一套体
系”，确保扶贫取得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