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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

10 月，尧山景区的枫叶渐红，吸引了
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对平顶山职业技
术学院驻鲁山县尧山镇西竹园村第一书记
郭胸怀来说，这是一个异常忙碌的时候。

“村里紧邻尧山景区，有农家乐 40余
家，但没有地域特色。我们选了几家农家
乐示范点，进行升级改造，进一步提升游客
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争取让村子发展得
更好。”10月 28日，郭胸怀告诉记者。

将近两年的时间，郭胸怀早已将西竹
园村的山山水水铭记于心。

位于尧山镇尧山风景名胜区山门的西
竹园村，是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结对帮扶
村，曾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148人。2017
年11月，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行政办公室主

任郭胸怀来到该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村子的情况是什么样？以后的发展方

向在哪里？入村后，一个个问题摆在郭胸
怀的面前。

为摸清村情村貌、旅游产业、扶贫工
作、基层党建、项目建设等情况，郭胸怀第
一时间走村入户，走遍了西竹园村的山山
水水。随后，他写出了《尧山镇西竹园村脱
贫攻坚考评报告》，对西竹园村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讨论，初步
形成了西竹园村驻村项目规划纲要。

“郭书记经常给我们讲扶贫政策，争取
资金和项目，想发家致富的门路。”贫困户
赵建军说。他在山上办了一个养鸡场，以
往由于信息不通，总卖不上好价钱。郭胸
怀得知这一消息后，几次三番到他的养鸡
场询问，还把养殖情况通过网络传播出去，

寻找销路。目前，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已
经预付了近7000元的定金，用于购买养殖
的珍珠鸡、兔子等。

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在平顶山职业
技术学院的帮扶下，郭胸怀在西竹园村成立
了太极拳表演队、广场舞舞蹈队和鼓乐队
等，并组织开展跆拳道入校园、广场舞进乡
村、传统文化进山村等系列活动，激发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摆脱贫困的坚定信心。

“以前吃过饭就凑到一起打牌打麻将，
生活很乏味。现在学校的舞蹈老师来教我
们跳广场舞，郭书记也教我们练太极拳、太
极剑、健身气功，大家学得可带劲儿了，精
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西竹园村妇联
主任姬淑会说。

村文化活动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等项
目竣工，让村民们有了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污水处理项目、村民饮水工程等项目实施，
让村民用上了安全的自来水；建设村级网
站，开展养殖种植产业等，让村民的收入逐
渐多元化；设计村标，培养农村电商人才，
西竹园村的土特产品走出了大山……

“我们还将实施村级光伏项目、拦河坝
项目、黄土冈项目、相家沟中药材和猕猴桃
种植项目等，在精准扶贫的同时为乡村振
兴贡献力量。”谈及西竹园村下一步的发展
规划，郭胸怀信心满满。

近 3年来，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按照
“建强基层党建、推动精准扶贫、落实基础
制度、办好惠民服务、培育文明新风”五项
工作要求，在西竹园村确定立足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和活跃乡村文化两个着力点，充
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加大脱贫攻坚
力度，扩大精准扶贫成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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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传真平煤神马集团在“百企帮百村”活动中结对帮扶40个扶贫村

一件件惠民实事做到群众心坎里
本报讯（通讯员 牛明远）餐馆的污水流入油水分离池

中，废油脂浮在上层，污水沉在下层，通过连通器，污水流入
污水收集管网，废油脂被一家公司清理收集运走。10月 29
日，笔者在舞钢市朱兰街道一家餐馆后面的不锈钢污水收集
池旁看到这一幕。

“油脂被收集后，制成生物柴油，一方面实现了废物利
用，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城区污水收集管网因油脂凝结被
堵的老大难问题。”朱兰街道党工委书记常振强告诉笔者。

舞钢市朱兰街道位于主城区，餐馆饭店众多。餐饮行业
排出的污水中含有大量废弃油脂，进入城市污水收集管网后，
逐渐沉积凝固成油脂块，造成污水溢出地面，严重影响居民生
活。该街道只好把堵死的城市“地下动脉”挖开后重建管网。

凡是城区餐饮行业集中的地方，这种开挖治堵的“外科
手术”循环往复开支巨大，已成为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城市
病”之一。该市多方了解后，根据城镇污水处理相关规定，要
求餐饮行业按设计好的图纸建设油水收集分离池，并从外地
引来一家专门从事废油脂收购加工的企业，对池中油脂定期
回收利用。目前，油水分离工程即将在该市主城区推广。

“原来污水管道一堵，污水翻上来，熏得人没法过。现在
好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糟心事儿了。”居住在朱兰街道餐
饮一条街附近的居民王鑫高兴地说。8

舞钢推行餐馆污水油水分离

“地下动脉”畅通无阻

叶县

举行第四届世界叶氏恳亲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焦萌）10月 26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世界叶氏恳亲大会在叶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
办，400多名海内外叶公后裔相聚叶县，叙亲情、求发展。

叶县古为豫州地，春秋时期属楚，称“叶邑”。叶公沈诸
梁，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公元前524年，沈诸
梁受封于叶，并被赐予叶姓，史称“叶公”，叶氏由此起源，叶
县故为天下沈姓、叶姓根之所在。叶公后裔自战国以后逐渐
由中原地区向南方及海外迁移，目前达2000多万人，分布于
海内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年，代表世界各地叶公后裔的300多位宗长在叶县
举行首届世界叶氏联谊大会，世界叶氏联谊总会由此诞生，本
次为第四届世界叶氏恳亲大会。自叶氏联谊大会举办以来，
不断有叶氏后裔从世界各地到叶县寻根问祖、投资发展。

此次恳亲大会以“经贸洽谈、拜祖、叶氏文化论坛”为主
题，缅怀叶公风范，传承叶公精神，助力叶公故里发展。大会
旨在团结引导海内外叶氏后裔，讲好中原故事，传播好中原
声音，做文明交流互鉴的民间使者；同时，发挥广大海外叶氏
后裔熟悉中外的优势，充分用好资金、技术等资源，抓住“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新机遇，投
资合作、创业创新，为叶县发展牵线搭桥。

恳亲大会开幕式结束后，参会人员一同到叶邑镇叶公陵
园举行祭祀叶公典礼。当天，还进行了招商推介暨项目签约
仪式等活动。8

湛河区

“党建+”激活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10月 29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
镇乡彭庄村的游园内，孩子们奔跑嬉戏，大人们静坐闲聊，一
幅和谐闲适的景象。

彭庄村是湛河区最偏远的村子。过去，村集体收入空
白，基础设施落后，村民怨声载道。3年前，该村利用集体土
地招商，建起了 130余亩的苗木合作社，并利用废弃土地建
起了门窗制造厂。村集体有了收入来源，便修道路、建游园，
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彭庄村的变化是湛河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缩影。近
年来，湛河区以党建为引领，采取“党建+”模式，选优配强基
层党组织，积极探索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打下了
经济基础。

湛河区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指挥部，选派年轻党员干
部协助村委摸清村集体经济底子，了解群众需求，采取“村集
体土地+合作经营”的模式，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双受益。

同时，该区吸收政治觉悟高、群众威信高、致富能力强的
农民加入党组织、村“两委”，并协调机关支部与农村支部结
对共建；成立科技帮扶队，指导农户科学种植养殖；大力发展
农村电子商务，助力农产品外销。

此外，湛河区梳理各村优势资源，按照“一村一策”的原则，
制定发展规划，通过外出招商、网上招商、鼓励在外企业家返乡等
措施，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的产业项目，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今年以来，湛河区各行政村共引进项目 200余个，实现
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300余万元。8

郏县促进党内监督力量高效协作

融合监督让巡察成果提质增效
□平顶山观察记者 王冰珂

“根据县委巡察反馈意见和整改方案
要求，村里广场上的健身器材要求 8月底
全部安装到位，为什么还没配齐？”日前，郏
县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在督
查县委第五轮村（社区）巡察整改情况时向
村党支部书记发出质问。

巡察整改督查为何让纪委监委人员直
接参与？“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巡
察是党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对于落实管党
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职责是一致的。”郏
县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振伟说。

今年以来，郏县县委巡察办积极践行
新时代巡察工作新任务新要求，着力破解
基层巡察工作中面临的深入不足、衔接不
畅、覆盖不全等问题，促进巡察监督与纪律
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等党内监督力量
深度融合、高效协作，实现了基层巡察质效
全方位提升。

该县构建起协作联动机制，部门联
动、聚成合力。县委巡察办对整改工作进
行统筹协调，县委巡察督导室、县纪委监
委监督检查室、派驻纪检监察组共同对整
改情况进行督查督办，直至整改任务全部
完成。对于整改不及时、整改走过场、整

改不到位的，由纪委监委按照党规党纪给
予严肃处理，形成党内监督的“双向”互
促，有效融合，切实从“后期介入”转变为

“全程参与”。
建立“四反馈”与“四方台账管理”制

度，列清单、建台账，与组织、纪检等部门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反馈巡察意见及巡
察整改相关情况，协调联动抓好巡察反馈
问题整改落实，真正做到县委巡察与纪委
监委、组织等部门的无缝衔接。

该县还积极探索巡察监督与派驻监
督的全面融合，建立健全与派驻机构力量
调配、工作融合、巡派联动等工作机制，发

挥其“前哨”作用，对巡察重要事项协同开
展监督，形成监督合力。巡察前派驻机构
提前跟进沟通，巡察中派驻机构与巡察组
同向发力，巡察后派驻机构持续跟进，督
促被巡察单位问题整改真改实改、全面落
实。

今年以来，该县在两轮常规巡察及巡
察村（社区）中发现问题1061个，移交问题
线索 84 起，已立案 4 件，党纪政务处分 6
人，同比增长 5%。在巡察整改督查中，纪
委监委各监督检查室及派驻纪检组自行发
现问题线索 5条，自办案件 2件，融合监督
让巡察成果提质增效。8

尧山脚下帮扶情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夜幕初降，大山深处国贝石村马

沟组的路灯就亮了起来，为放学的孩

子照亮回家的路。一年前，用上路灯、

吃上自来水还是马沟组村民的梦想。

“夜间走路不怕黑了，旱天吃水

不用愁了，环境更是变美了……这多

亏了咱们的驻村工作队。”不久前，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收到了一封由鲁山

县赵村镇国贝石村寄来的感恩信。

两者“结缘”于去年5月。该集团

田庄选煤厂在“百企帮百村”活动中，

认下这门“穷亲”，自筹资金为村里装

路灯、筑水坝、修房屋，解决了许多村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困难。

这样的“联姻”不止一个国贝石

村。作为国有大型企业，该集团积极

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将扶贫作

为重点工作之一，深入开展“百企帮

百村”结对帮扶活动，让扶贫“阳光”

照亮群众“脱贫路”。

上下齐心 扶真贫真扶贫1
在脱贫“大考”中，该集团

的定点扶贫村涉及平顶山、
许昌、开封 3 省辖市 9 个
县 40个村，共有建档立
卡 贫 困 户 1680 户 、
5127人。

“ 我 们 把 扶 贫 作
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 四 个 自 信 ’、做 到

‘两个维护’的政治任务
和具体实践，按照把基层
组织建设好、把脱贫产业发
展好、把村容环境整治好、把困难
群众帮扶好的‘四好’帮扶思路，办实
事、求实效，倾力彰显国有企业担当。”
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毛说。

该集团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
扶贫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月报告、季例
会、年总结制度，督促指导扶贫工作，同
时建立集团领导联系点调研制度，深入
偏远山区帮扶村，与地方干部共商脱贫
措施。

基于“单位结对帮扶、干部驻村任
职”的选派思路，该集团将 40个定点扶
贫村分配给40个基层单位，由领导负总
责、单位做后盾，精心挑选 50名综合素
质高的党员干部长期驻村，同时建立与
贫困户“一对一”帮扶机制，确保精准帮

扶。
整个集团上下凝聚起

助力脱贫攻坚的巨大力
量：

国 家 扶 贫 日 前
夕，该集团主要领导
深入帮扶村子，问疾
苦、询冷暖、察民情、
看发展；

大雪封山时，尼龙
科技公司驻叶县常村镇

柴巴村新、老第一书记雷超、
李锋招用扁担挑着村民所需物

品，步行十多公里回到深山村；
腊月二十九，八矿驻叶县常村镇府

君庙村第一书记乔云清离开村子时，村
民硬是把自家蒸的馒头塞到他车上。

用心扶真贫，用力真扶贫。该集团
对帮扶村既“输血”又“造血”，以智志双
扶挺起贫困户的“精神脊梁”，以项目建
设拓宽贫困村致富渠道，先后获得“全省
第一书记选派工作先进单位”、2018年
省劳模助力脱贫攻坚“十面红旗单位”等
荣誉称号。

精准施策 让“输血”变“造血”2
“以前村民没事就聚在一起打牌，现在

大家伙儿都在忙着赚钱。”10月 25日，鲁山
县观音寺乡西桐树庄村民张东伟吃罢早饭，
就带着自己饲养的3000只鹅苗上山“放风”
了。昔日贫困户如今成了年收入近10万元
的小老板。

西桐树庄村土壤硒含量高，过去村民脚
踏“金土地”，却过着穷日子。2015年，该集团
十二矿与其结成帮扶对子，共学理论、共建班
子、共带队伍、共促发展、共树新风，先
后创建了种植、养殖等3个合作社，
把在外“致富能人”请回村子，
把村里“闲人懒人”聚在产业
上 ，人 均 年 收 入 从 不 到
3000元增长到1万多元。

脱贫攻坚要取得实
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
找准路子。扶贫路上，该
集团找准“贫根”，对症下
药，靶向治疗。

针对贫困村出行难、用水
难、排污难等问题，该集团积极争
取各类资金改善基础设施。从硬化道
路、修缮学校，到建文化广场、实施安全饮水
工程，一件件惠民实事做到群众心坎里。

缺乏内生动力，怎么办？各帮扶单位以
智志双扶解决“脑部供血”问题。帮扶贫困
村完成“两委”换届任务建强基层组织；“送

戏下乡”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义诊
让村民不出山村就能享受到专家的诊治；通
过培训招聘符合条件的村民到企业工作。

同时，该集团加大投入，先后在帮扶贫困
村建蔬菜大棚、美国黑李等22个产业扶贫基
地，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等合作社16个，给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提供了产业支撑，真正实现从

“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的转变。
此外，该集团还为南阳淅川县援建3兆瓦

光伏扶贫项目，带动当地 10个贫困
村、510户贫困户脱贫，建成 12

座5000吨存储量的蔬菜瓜果
冷链仓库，每年为当地带来
400多万元经济效益。

一分部署，九分落
实。今年该集团将帮助
所涉及贫困村全部摆脱
贫困，拟建设集体经济、基
础设施、人居环境等项目

78项，目前已开工55项，其
中“六改一增”项目涉及 576

户，已完工576户，贫困户危房改
造涉及217户，已完工201户。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向鲁山县熊背乡捐赠纯电动新能源电动车，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

上图为该集团援建的南阳淅川县香
花镇西岗村光伏发电站

（本稿图片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

上图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文工团
到鲁山县赵村镇进行扶贫慰问演出

本报讯（通讯员 石少华 杨国栋）10月 29日，在宝丰县
赵庄镇大黄村，全国人大代表、大黄村党支部书记马豹子正
在领学本镇文化站站长黄振华近期创作的“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四字歌”。

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如何做到不落一人？赵庄镇素有
“中国魔术之乡”美称，文化底蕴丰富，素有“土导演”和“土编
剧”之称的黄振华花费两个晚上，创作出 300余字的主题教
育“四字歌”，一经推出，受到了党员干部的一致认可。

“朗朗上口、通俗易懂，非常受欢迎。”赵庄镇驻郑州务工
党支部的 13名党员在集中学习“四字歌”后，党支部书记张
明卫通过党建信息化视频会议系统，向赵庄镇党委汇报主题
教育开展情况。

主题教育工作开展以来，该党支部自发组织捐款，多次
慰问贫困党员，并成立扶贫帮忙小组和维权小组，义务提供
就业信息，帮助在郑务工人员节省新入户渣土清运车管理费
用50余万元。

像赵庄镇驻郑州务工党支部一样，该县在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共有四个党总支、56个流动党支部、751名流动党
员，均通过“掌上红鹰”收到了主题教育“四字歌”。流动党员
利用“指尖上的课堂”进行学习和交流，确保全员、全程、全面
地参与到主题教育中。8

宝丰创作主题教育“四字歌”

为流动党员打造“指尖上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