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李典辉，男，汉
族，55岁，中共党员，济
源市邵原镇张凹村党支
部书记。

李典辉敢于借力，
积极引智，推动成立了
济源市第一家村级电商
运营平台——孚农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推广销
售“愚公家乡——王屋

山”优质富硒农产品，实现产值效益最大化；
成立村级农业专业合作社，打造“张凹村纯手
工红薯粉条”特色品牌，形成村级主导产业；
实施电网改造等 10余个项目，解决了村里生
活生产水、电、路、通信等方面的所有需求，实
现整村脱贫。

11.郭祖良，男，汉
族，45岁，中共党员，封
丘县王村乡小城村党支
部书记。

郭祖良致富不忘乡
邻，放弃在省城的生意，
扛起村干部重担，投身
脱贫攻坚，发展中药材
种植，成立封丘县小康
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

“村党支部+专业合作社+贫困户+保险公司”
运营模式，发展社员 200 多人，流转土地近
1300亩，带动入社贫困户脱贫致富。

12.刘玉喜，男，汉
族，61岁，中共党员，新
蔡县砖店镇周寺村党支
部书记。

刘玉喜任职 35年，
在平凡工作岗位上，务
实重效，默默无闻地发
挥自己的光和热，带领
周寺村从一个贫穷落后
的“穷乱村”“三靠村”，

一跃成为一个生活富裕、安居乐业、环境优
美、文明和谐的“全国文明村镇”，在全县率先
把全村 21个自然村合并成一个中心社区，现
已建成新农村，村道、街道、巷道全部硬化、绿
化美化。投资 200万元兴建了村文化服务中
心，内设图书馆、电教室、电脑等设备。投资
700万元在全县率先建成一座 6层 89套的高
标准爱心家园。目前已安置 89 户 150 人居
住，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户 50人。

7. 杨 金枝，女 ，汉
族，30 岁，中共预备党
员，唐河县苍台镇后湾
村村委委员。

杨金枝拥有大学学
历，在脱贫路上，身残志
坚、自强不息，带动 19
个贫困姐妹在村扶贫车
间加工针织衫、种植白
参菌，实现家门口就业，

增加收入，她和爱人也实现了就业，2018年光
荣脱贫。脱贫后当选村干部，在党委政府领
导下，认真落实产业、金融等行业扶贫政策，
使全村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8.杨 新文，男 ，汉
族，44岁，中共党员，虞
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党
支部书记。

杨新文依托精准扶
贫，修建了村卫生室、文
化广场等生产生活基础
设施，村“以孝治家大食
堂”每天为本村 80岁以
上老人提供午餐；发展

村级集体经济，让村民以地入股，种植 400亩
竹子，增加收入；成立种养殖合作社和鸿途装
饰装潢公司，使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实
现整村脱贫。

9.刘 庆华，女 ，汉
族，57岁，群众，新县搜
斛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

刘庆华在新县泗店
乡余河村发展石斛种
植，经过几年发展，余河
铁皮石斛基地已成为我
省目前最大的铁皮石斛
种植基地。积极招收当

地贫困户到基地务工，增收致富，采取“公司+
基地+生产小组+妇女”模式，为周边妇女提供
就业岗位，每年临时用工 5000人次以上，让
留守妇女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5.王德领，男，汉
族，64岁，中共党员，河
南省舞阳县侯集镇井庄
村脱贫致富村民。

王 德 领 作 为 贫 困
户，在村“两委”发展“共
富初心园”芦笋种植基
地中，带头认领 4 座大
棚，自主脱贫当表率，带
动 16 户贫困户发展芦

笋种植、脱贫致富；作为本组组长，积极落实
上级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深入贫困户

“现身说法”，宣传扶贫政策，坚定贫困户自力
更生、自主脱贫的信心，帮助贫困户落实各项
政策。

14.王素芹，女，汉
族，69岁，中共党员，禹
州市火龙镇太和府楼村
党支部书记。

王素芹退休后担任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
民脱贫致富，引进资金
百万元，筹建了巧媳妇
示范园，解决就业 100
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户 13 人，人均月收入 1500 元-3000 元；
2016年以来免费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留
守妇女举办各种技能培训班 16期，培训人数
2000多人。

13.郑忠强，男，汉
族，48岁，群众，三门峡
市湖滨区鑫润果蔬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

郑忠强不等不靠，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通
过小额信贷、流转土地、
建大棚，种反季节西瓜，
闯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

的脱贫致富道路，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带
领村民共同走上了一条致富道路，2018年年
底承包 12 个大棚，成立合作社，带动村里 6
名村民到大棚里务工、增加收入。

3. 陈 铁帮，男 ，汉
族，39岁，中共党员，河
南银保监局普惠金融处
主任科员、驻商城县伏
山乡簪子河村第一书
记。

驻村以来，陈铁帮
积极协调 30 万元经费
布置安装了无线广播和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以及

远程有线教育电视等设施；多方筹措资金
2000 多万元，解决了村里行路难、用电照明
难、上学难、吃水难等问题；帮扶村集体产业
发展，群众连年获益，户均增收1.7万元。

1. 齐 尚 山 ，男 ，汉
族，50岁，中共党员，滑
县烟草专卖局卷烟客户
经理、驻滑县半坡店镇
闫河屯村第一书记。

齐 尚 山 身 患 尿 毒
症，毅然坚守脱贫攻坚
第一线，先后帮助村里
建成占地 3亩的党建活
动室、19.2 公里村级水

泥路、48眼农田配套水利机井、2处文化健身
广场、5条亮化街道，2016年实现整村脱贫。

贡献奖（15名）

2.李佩阳，女 ，汉
族，37岁，中共党员，省
委宣传部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处副处长、驻上蔡
县邵店镇高李村第一书
记。

李 佩 阳 累 计 协 调
1000 余万元用于村文
化广场、奥斯卡影院、蔬
菜大棚等村基础设施和

产业发展，建大棚吸纳 30余户务工，建影院
有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举办各类扶贫
扶志扶智活动深入人心，激发贫困群众脱贫
信心和斗志，选树典型带动贫困户脱贫，贫困
发生率从 5%下降到 0.8%，被群众亲切称为

“高李闺女”。

6.刘随伸 ，男，汉
族，57岁，中共党员，生
前系叶县常村镇西刘庄
村党支部书记。

刘随伸主导的西刘
庄互助资金运转模式，
被国务院扶贫办称为

“叶县模式”在全国推
广。任职 21年，他带领
西刘庄人，把一个山荒

岭秃、一贫如洗的贫困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
远近闻名的美丽宜居村。2019年 2月 17日，
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不幸去世。

5.樊 清玉，男 ，汉
族，57岁，中共党员，扶
沟县曹里乡樊家村党支
部书记。

樊清玉带头发展大
棚蔬菜，成立惠民蔬菜
合作社，使 82户贫困户
与非贫困户联合经营，
吸纳 60 多名贫困人员
就业，实现了产业脱贫

的目标；采取聘请蔬菜专家技术指导、无偿发
放科技书籍、每周召开技术交流会等措施，使
90%的种植户掌握了 1-2门实用技术，28名
贫困群众在村扶贫车间就业，实现脱贫。

4.宋 国庆，男 ，汉
族，49岁，中共党员，武
陟县大封镇老催庄村党
支部书记。

为改变村里贫困落
后面貌，宋国庆响应众
乡亲召唤，放弃年收入
几十万元的国企老总待
遇，回到家乡担任村干
部，投身脱贫攻坚，四年

筹资 1460余万元，硬化道路，修建广场、幸福
院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和食用菌大棚，全村
使用天然气，实现了灯化、亮化、绿化和美化
的新农村标准，由过去的脏乱差变成了小康
村、文明村，2017年全村实现高质量脱贫。

3. 赵 玉甫，男 ，汉
族，44岁，中共党员，清
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党
支部书记。

赵玉甫是群众眼中
的“ 蘑 菇 书 记 ”，发 展
1100 余亩食用菌种植
和深加工产业，采取“包
棚创业、菌包托管、劳务
承包、互助救济”四种带

贫模式，带动周边村 275户贫困户、852人实
现稳定脱贫，其中 161户贫困户包棚创业，人
均年增收3万余元，实现整村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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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 嵩 现 ，男 ，汉
族，56岁，中共党员，嵩
县黄庄乡三合村村民。

张嵩现 2014 年被
评为贫困户，身残志愈
坚，知难而进劲更勇，在
帮扶干部引导下，发展
养蜂产业，成立甜蜜蜜
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注册“铁拐张”商标，他

负责技术指导、质量把关和市场销售，一年产
蜜600多斤，年收入5万多元，2017年一举摘
掉贫困户的帽子，脱贫后不忘党恩，带动 50
多户贫困户入社发展养蜂产业，增收致富。

2. 杨 淑丽，女 ，汉
族，46岁，群众，巩义市
鲁庄镇南村村民。

杨淑丽自幼家境贫
寒，出生就有残疾，2006
年离异，抚养两个女儿，
目 前 双 下 肢 已 瘫 痪 ，
2017 年被识别为贫困
户，全家收入仅靠两亩
半耕地，杨淑丽不畏坎

坷，不向命运低头，身残志更坚，自力更生，勇
往直前，克服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通过土地
流转经营21亩土地，发展葡萄、核桃等经济作
物，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依靠勤劳双手走上
脱贫路，被群众称为生活重担压不垮的“铁娘
子”。2018年，在双脚肿胀化脓、生命垂危，获
得 24万元社会捐助治愈重症后，毅然把余下
的 10万元善款返捐给巩义市红十字会。杨
淑丽脱贫励志故事被广为传颂，激励当地贫
困家庭自力更生创造幸福生活。

奋进奖（15名） 4.邓贵斌，男 ，汉
族，45岁，中共党员，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机
关党委副书记、驻尉氏
县邢庄乡屈楼村第一书
记。

屈楼村是艾滋病重
点 防 治 村 。 邓 贵 斌
2017 年 11 月任第一书
记以来，以村为家，把工

作当事业干，多方争取资金 1000余万元，为
屈楼村安装太阳能路灯120盏，打500米深水
井一座，对全村 450户旱厕进行改造，引进天
然气入村工程，新建了村民文化活动中心，为
村小学修建了围墙、道路和操场等。投资建
设福甬集团屈楼村服装加工厂、保鲜冷库等
产业项目，实现了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突破。

6.赵 敬涛，男 ，汉
族，41岁，中共党员，濮
阳市委巡察组正科级巡
察专员、驻台前县清水
河乡潘集村第一书记。

2014年 6月驻村以
来，赵敬涛争取项目资
金 1480万元修建村室、
卫生室、修路、建渠等；
发展柳编产业，带领群

众种植棉柳600多亩，参与农户40余户，年增
收 100余万元；引进木材加工企业入驻扶贫
车间，带动本村及周边 20 余名贫困群众就
业，同时为村集体带来年均1.5万元的租赁收
入。

5.张 江红，女 ，汉
族，47岁，中共党员，三
门峡市水资源管理处人
教科科长、驻卢氏县木
桐乡拐峪村第一书记。

张江红紧紧围绕脱
贫任务，强基础、惠民
生，因地制宜，发展辣椒
种植产业，并成立辣椒
专业合作社，带动和引

领群众收入和村集体收入稳定增长。贫困发
生率由 60.7%下降到 1.67%，实现整村脱贫。
近年来拐峪村的村容村貌、村民的物质精神
面貌都发生巨大变化，农村文明程度和村民
文明素质大幅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得到极大提升。

7. 杨 耀强，男 ，汉
族，38岁，中共党员，省
纪委监委第十四审查调
查室副处级纪检监察
员、驻上蔡县黄埠镇小
王营村第一书记。

杨耀强积极推动建
设食用菌大棚 47个，采
用贫困户承包和合作社
代管模式，使户均年收

益 3000元-5000元；流转 410余亩土地种植
构树，使全镇 200余户贫困群众年收益 1000
元。驻村以来，通过强健基层党组织、改善基
础设施、发展产业和集体经济、完善村规民约
等方式，使小王营村从一个落后的软弱涣散
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六面红旗村”。

8.崔 琰，男，汉族，
55岁，中共党员，省党员
干部驻村任职工作办公
室主任。

崔琰同志积极协调，
主动作为，为全省 9536
个贫困村，选派了10556
名驻村第一书记。指导
全省第一书记引进致富
项目22291个，培育支柱

产业15376个，推动8315个贫困村脱贫摘帽，
4189名第一书记得到提拔重用。协调各级财
政和选派单位为每名第一书记提供10万元到
5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为全省1.3万名第一
书记办理重大疾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全
省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9.王 红军，男 ，汉
族，46岁，中共党员，省
信访局督查一处副处
长、驻汝州市陵头镇朱
沟村第一书记。

王红军从建强基层
组织、注重志智双扶、突
出发展产业、办好惠民
实事等方面开展驻村工
作，发展石磨面粉粮食

深加工项目和豆奶粉固体饮料及其他食品深
加工项目，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40 多万
元，带动朱沟村及周边 100多名贫困群众实
现家门口就业，全村贫困发生率由 13.62%降
至1.52%，2018年年底退出贫困村行列。

10. 夏 峰 ，男 ，汉
族，44岁，中共党员，省
政府研究室决策咨询办
公室主任、驻栾川县陶
湾镇协心村第一书记。

夏峰积极探索“党
建+扶贫”模式，不断壮
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
走出一条共同致富的路
子。农家宾馆由 3 家、

28张床位增加到52家、660张床位，在高速免
费旅游活动期间，协心村接待游客 47505人
次、旅游收入336.13万元，让贫困群众受益旅
游发展脱贫致富。

11.李怀琛，男，汉
族，34岁，中共党员，省
药监局机关服务中心副
主任、驻邓州市龙堰乡
刁河村第一书记。

该 同 志 克 服 重 重
困难，主动撰写请战书
入村扶贫。驻村以来，
共协调资金 1600 余万
元、引进企业投资 2.6亿

元，先后发展了餐饮、汽修、果酒加工、鞋帽加
工、光伏发电等产业，解决了村里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创业、就业，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到 40余万元。刁河村被评为省级农村基层
党建示范村。

12.曾红林，男，汉
族，37岁，中共党员，洛
阳市纪委监委第三纪检
监察室副主任、驻伊川
县鸦岭镇高沟村第一书
记。

曾红林带领高沟村
干部群众，抓党建、强班
子、立项目，引进了投资
9000 万元的鑫川牧业

种羊养殖扶贫产业园项目，协调资金 210万
元建设了 300KW 村级光伏电站，争取资金
160.8 万元建设猪舍租赁给新大牧业公司使
用，在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
济实现了巨大突破，今年可超过 40万元。截
至 2018年年底，高沟村脱贫 88户 413人，贫
困发生率降至0.83%。

13.李景德，男，汉
族，36岁，中共党员，省
委办公厅省委机关办公
楼管理服务中心副主
任、挂职光山县副县长。

帮扶光山期间，李
景德大力倡导、推广发
展“稻虾共作”“多彩田
园”产业扶贫示范工程，
直接带动 2000 余户贫

困户，亩均增收 2000元左右，去年群众增收
达 2 亿元以上；探索实施“电商+光山十宝”

“电商+光山羽绒”扶贫模式，带动 2400户贫
困户 7300 多人增收脱贫；激发群众内生动
力，评选各类先进人物 4200多人。目前，光
山县顺利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

14.王书祺，男，汉
族，49岁，中共党员，省
财政厅基层财政管理处
副处长、驻新蔡县砖店
镇大宋庄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王书祺
全心全意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与当地企
业合作建设大宋庄生活
服务中心，解决 6 位村

民就业，每年为村集体增加 5万元收入；筹措
资金 200万元建设村电商服务站，项目实施
后能为村民提供 10余个就业岗位，每年为村
集体带来近 20 万元的收入；争取财政资金
400万元，建设大宋庄村医养结合爱心家园；
争取财政资金420万元，用于8个自然村环境
整治提升。村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13.65%降
至0.68%。

15.齐素静，女，汉
族，46岁，中共党员，睢
县审计局副主任科员、
驻睢县周堂镇乔寨村第
一书记。

齐素静团结带领乔
寨村“两委”班子、驻村
工作队和群众苦干实
干，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培育群众脱贫致富内生

动力。先后为乔寨村争取到了 2000多万元
项目资金，用于发展全村的种植、养殖、电网
改造、文化旅游等，现在的乔寨村，道路平坦，
村容整洁，党群服务中心、村文化广场、标准
化卫生室等一应俱全，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日益提升。

2019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获奖人物风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