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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扫描 挂号整改

南阳靶向整顿软弱涣散
基层党组织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梁小红

新野县歪子镇老庄村是个软弱涣散村，党支部书
记杨永良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修路、规划产业、成
立红白事理事会。10月 16日，天空下着小雨，新野县
委书记燕峰和组织部长赵玉鉴带着县交通局、公路局
一把手到村里现场办公，“一个上午把修路难题解决
了，发展中药材产业方向明晰了，俺村‘软弱涣散’的帽
子很快就会摘掉。”杨永良信心十足。

而这只是南阳市强力推进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
顿工作的一个生动瞬间。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吕
挺琳介绍说，南阳市把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作为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有力抓手，靶向
发力、重抓重推，集中整治了一批突出问题，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得到明显提升。

据了解，该市将 152 个村、3个社区、9个高校支
部、3个非公企业、2个社会组织列为整顿对象，构建了

“123”整顿工作责任体系，即1名县级领导班子成员联
村，乡镇党委书记和结对帮建的县直单位两个“一把
手”包村，包括第一书记在内的3名整顿工作组成员驻
村，强力开展整顿。除此之外，针对软弱涣散村不同成
因，南阳从组织、政法、农业等部门新增派 126名第一
书记和152个整顿工作组，壮大力量。

针对“三类情形”村干部，南阳按照“过筛子”程序，
严格审查，限期清理 53 人，并跟进做好补齐配强工
作。针对“五种类型”软弱涣散村，选拔1160名优秀致
富能手、回创人才等充实进后备干部队伍，确保村干部
队伍兵强马壮。

为确保整顿实效，南阳市委组织部 6个调研督导
组对所有整顿对象实地督查，并联合公安、司法、统战、
信访等部门，紧盯“三类村”进行“CT”扫描，发现问题、
挂号整改，将发现的问题、整改的意见和工作要求直接
传达县乡村三级，促进了整顿工作高质高效开展。

“软弱涣散村想退出，可不容易，我们有一套科学
‘退出’机制。”南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恒德介绍说，
针对不同类型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分别制定验收标
准，既验收具体“病灶”整治效果，又查看整顿后班子建
设、制度建设、凝聚服务群众等方面的综合成效。验收
工作由县(市、区)委组织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人员参
加，通过自查、初验、县验收、市抽检等方式，层层把关、
关关把严，验收一个、退出一个，从根源上解决软弱涣
散问题，提升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据了解，目前已有 102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
顿完毕只待验收，其他整顿对象可在今年11月中旬全
面完成。7

电力人“点亮”贫困山村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高格 黄冬梅

平坦的柏油马路盘旋在蜿蜒的群山之
间，明亮的阳光把群山间的碧翠照射得闪
闪发光。大巴冲到海拔 500 多米的半山
腰，再冲回山坳，就到了南召县马士坪乡方
冲村。

村里人说，过去这里都是泥巴路，山
路泥泞陡峭难行，乡亲们出趟山堪比登
天。山里的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人不愿
进来……然而，国网南阳供电公司第一书
记李建鹏和驻村帮扶队到来后，这一切彻
底改变了。

10月 17日上午，国网南阳供电公司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黄庆骥和志愿者们带着
厚被子、粮油等慰问品，来到方冲村贫困户
王文举家里。看到大家伙儿的到来，王文
举立马满脸笑容地迎上来了。这位 70 多
岁的老人难掩激动之情，连声说：“这哪能

要，你们已经帮俺够多了！”前几年，王文举
自己常年有病，儿媳因病去世后，儿子去外
村做了上门女婿，留下老两口和孙女相依
为命。工作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利用村

里危房改造项目和“七改一增”政策让他家
的房子和居住环境大变样，还为他办了低
保。小孙女享受到“雨露计划”的红利，加
上老人自己也力所能及地打些零工，生活
终于拨云见日。在方冲村，许多像王文举
这样的贫困户，因为南阳电力人的帮扶走
上了脱贫路。

方冲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3户 243
人，目前已经脱贫 79户 231人，今年年底剩
余的 4户 12人也将全部脱贫。从过去的贫
困户到如今的养牛专业户，55岁的冀钦栓
不但自己的生活迎来转机，还带动 3户贫困
户走上致富路。在李建鹏的帮助下，冀钦栓
牵头成立了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牛
规模也从当初的六七头发展到如今的近 20
头。“养牛虽然辛苦，但收入稳定、风险小，我
打算继续扩大养殖规模，带动更多村民脱贫
致富。”冀钦栓说。

方冲村有制作粉条的传统，过去红薯粉
条生产必须经过冷冻环节，只能在冬季气温

较低的时候生产，天气因素严重制约了粉条
产量。帮扶队在公司的支持下帮助村里建
成占地 800多平方米的小型红薯粉条生产
基地，并购置了冷库和一套自动化生产设
备，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2018年 3月，粉
条加工厂成立了，吸纳贫困户打工，村民入
股，年底分红，热气腾腾的忙碌场面满载着
大伙儿对新生活的希冀。

走进长虫岭光伏电站，放眼望去，一排
排整齐的多晶硅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为莽
莽群山增添了生机。据了解，该电站于
2016 年投运，目前累计完成发电量大概
400000千瓦时，每年可为方冲村带来 14万
元的经济效益。

如今的方冲村旧貌换新颜。七米宽
的暖心路通了，村部崭新的办公设备齐
了，便民中心、公厕建起来了，扶贫车间
建起来了……群众的笑脸如花般灿烂，乡
亲们正在可持续的脱贫发展之路上阔步
前行。7

地方传真

10 月 20 日，明晃晃的

大太阳高高挂在了树梢，方

城县杨集镇河坡村王国有家

的院子显得格外亮堂干净。

驻村工作队队员梁硕刚进

门，王国有就大步流星迎上

来，紧紧握着梁硕的手说：

“花生刚卖了四五千元，五保

金、养老金、电费补贴、入股

分红的钱都打到卡上了。”

今年69岁的王国有，是

个单身汉，2016年被评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干部的

到来给他带来了“幸运”：房

子翻修一新，吃上了自来水，

还有了各项补贴，日子也像

“开挂”了一样越过越好了，

并于2017年年底光荣脱贫。

这只是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开展扶贫帮扶工

作的一个缩影。2018 年 8

月，该校选派 34 名帮扶干

部到学校“校地结对帮扶”

贫困县——方城县杨集镇5

个村，对 88 户贫困户开展

结对帮扶。“我们利用职业

院校专业技术资源优势，积

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从

县、镇、村到贫困户，实现了

全方位的立体帮扶。”河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温道军说。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爽 高格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张楠）10月
21日，南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暨餐厨废弃物处理项
目奠基仪式举行。该项目将提升南阳市环境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水平，解决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问题。

一直以来，南阳市生活垃圾处理都是采用卫生填
埋方式。随着城市框架拉大，南阳市生活垃圾处理厂
处理生活垃圾能力趋于饱和，市委、市政府加快推进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7月9日，南阳市政府与光
大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投资合作协议；10月 21
日，南阳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暨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
奠基。据介绍，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 2020年
12月建成投运，项目运行后，年发电量约 1.5亿度，项
目目标建设规模将达到每天处理生活垃圾3000吨，同
时与餐厨废弃物协同处理。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
善城市功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增强南阳
市中心城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仪式上，项目中标企业光大国际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坚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心，精益求精，按照“经得
起看——花园式工厂、经得起闻——没有异味、经得起
听——没有噪音、经得起测——达标排放”的建设要求，
把该项目打造成精品工程、标杆工程、平安工程。7

南阳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启动

科技帮扶真给力

“陆教授帮助研发的曲网挤压型薯类制
粉机传输自动纠偏系统，不但为企业节约研
发资金 800多万元，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
让每台销售价格提高 10%，光这一项，去年
销售收入增加 500多万元。”南阳市固德威
机械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士欣口中的陆
教授，是省工业嵌入式网络控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副主任陆剑。

2016年，陆剑来到该公司，发现制粉机
传输带在工作过程中经常跑“偏”，需要有人
专门看护，他便与同事周伟下决心攻克这个
技术难题。经过两年多时间攻坚，2018年
10月，改良后的产品投产，给位于方城县二
郎庙镇上的这家公司带来了更加光明的前
景。“第二代今年也能研发出来，功能更加优
良，生产效率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三分之一。”
陆剑高兴地说。

自去年以来，针对方城县企业技术人才
短缺现状，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挥技术
优势，选派了 12个科技服务团 80余名专家
积极开展技术帮扶活动，同时依托学校柔性
制造省工程实验室、省工业嵌入式网络控制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2个省级科研平台、20
个市级科研平台和12个骨干专业，先后帮扶

20余家企业，无偿转让教师专利技术 40多
项，为企业开展57项技术改造，帮助企业创
造 3000多万元经济效益，带动了一大批人
员就业，加快了当地脱贫致富步伐。

与此同时，该校充分发挥学校专业技术
优势，面向方城县农民开展多层次、多形式
技术技能培训。针对南水北调中线库区移
民技术需求，学校在方城县广阳镇和杨集镇
举办 6期库区移民技能培训班，开展了“汽
车维修技术”和“维修电工技术”等专项技术
技能培训，培训移民1600余人，增强了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能力。

电商扶贫显真功

万物互联时代，电商在扶贫体系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如何为脱贫插上信息化的翅
膀，充分激发贫困地区的产业能力与活力，
助力脱贫摘帽？该校电子商务专业副教授
卢秋萍多次来到南阳本草艾开发有限公司，
帮助该公司进行网站设计指导，进行线上营
销培训，助力艾产品品牌升级。

“去年线上销售收入上涨 10%左右，销
售额增加 100多万元。”公司销售主管丁猛
说，目前公司用工有四分之一是周边贫困群
众，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实现脱贫摘帽。

在互联网的风口，河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开创“互联网+农品”模式，创建电商
销售平台，实施电商扶贫，在方城县建设
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帮助贫困村、贫
困户解决特色农产品小辣椒和于丹参等
农产品的商标注册、产品包装、定价，以及
后期运营中出现的各种难题，让企业和合
作社不断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远销全国
各地。

针对农产品滞销现状和农民就业创业
需求，学校组建专门技术团队，为方城县
1600多家小微企业、4000多名农民开展电
商培训 12期，指导农民创建 200多家电商
平台，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2000多万元。

“高分北斗”画蓝图

初秋的万花湖碧波荡漾，镜子一般的水
面随着微风荡漾，游人徜徉在湖畔，欣赏一
幅静谧美丽的诗意图。

不仅有万花湖，方城县二郎庙镇还有万
亩花海、德云山风情植物园、大乘山旅游景
区和千年古刹“普严寺”，如何让这些旅游资
源串珠成链，是二郎庙镇干群的愿望。

二郎庙镇党委书记范庆伟激动地说：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给我们送来了及时
雨，助力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这就是镇政府所在地，这是花坛，这是
办公楼……”该校城市建设学院院长范国辉
用鼠标指着大屏上的高清图介绍，学校正在
用高分遥感技术，为二郎庙镇进行旅游、产
业和乡村振兴布局提供参考。

依托高分遥感卫星系统和北斗导航卫
星系统，学校为方城县城乡规划、产业规划、
民居设计、国土资源、公共安全、水资源利
用、生态保护、社会管理等重要领域,提供及
时精确的决策支持和信息服务。通过上述
帮扶项目实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600万元
以上，间接经济效益4000万元以上。

脱贫攻坚永远在路上。在 2018 年省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中，该校被评为“校地
结对帮扶综合评价好的高等院校”。温道
军说：“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充分发
挥高校在人才、科技、智力等方面的优势，
紧盯智力帮扶、科技帮扶、培训帮扶、人才
帮扶、产销帮扶等‘五大帮扶’目标，以实
实在在的帮扶成效赢得贫困群众的点赞
和尊重。”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曾倩 陈
康）10月 18日，“雷锋学校”暨“学雷锋争做美德少年
教育践行基地”授牌和雷锋塑像揭幕仪式在南阳市桐
柏县城关第二小学举行，这是雷锋杂志社于 2018年

“创建 100所新时代雷锋学校，献礼建党 100周年”项
目启动以来，在南阳市授牌和揭幕的首个“雷锋学校”
及“学雷锋争做美德少年教育践行基地”。

据了解，雷锋学校以“雷锋塑像进校园”、授牌“雷
锋学校”为抓手，将雷锋精神融入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
和日常生活，培养青少年学雷锋精神、塑雷锋情怀、走
雷锋道路，成长为爱党、爱国、爱家乡，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有责任、有爱心的新时代国家和社会
的栋梁。

桐柏县城关第二小学是革命老区一所百年学校，
该校历年来传承红色基因，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根植在
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经常开展学习雷锋活动，推动学习
雷锋活动常态化。在当天的仪式上，雷锋塑像正式亮
相该校，学校向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班战士颁发“校
外辅导员”聘书。桐柏县城关第二小学校长王守典表
示，把崇高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的
行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践
行学习雷锋精神的重要体现。此次“雷锋学校”落户我
校，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养更多新时代雷锋
传人。7

南阳市首个“雷锋学校”
落户桐柏

方城县清河镇扶贫产业基
地年产菊花 2000 吨，带动了周
边群众脱贫增收。 孙宇 摄

产业扶贫
花开正艳

长虫岭光伏电站项目 刁良梓 摄

培训课堂搬到企业中 白西乔 摄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发挥特长助力脱贫

““立体立体””帮扶打出扶贫帮扶打出扶贫““组合拳组合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