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 位 咨询监督电话 电子邮箱 短信手机号

省扶贫办 0371-65919535 Hnfpb12317@163.com 17737793060
郑州市扶贫办 0371-67185453 zzsfpbxf@163.com 18790290608
开封市扶贫办 0371-25953508 kffpxf@126.com 13103785600
洛阳市扶贫办 0379-65956505 lysfpbdcb@163.com 18637995233

0379-65512317
平顶山市扶贫办 0375-3312317 pdssfpxf@126.com 15716535027
安阳市扶贫办 0372-2163701 ayfpqg@163.com 18567759636
鹤壁市扶贫办 0392-3353569 hbtpgjfwrx@126.com 15517891651
新乡市扶贫办 0373-2177361 xxtpjd@126.com 18236191017
焦作市扶贫办 0391-8382959 Jzfpjd@126.com 15939161859
濮阳市扶贫办 0393-4415838 pysfpb@163.com 18503931698
许昌市扶贫办 0374-2965201 fpfwrx@163.com 18623807919
漯河市扶贫办 0395-3121908 Lhsfpkfb@163.com 13721319396
三门峡市扶贫办 0398-2939759 smxsfpbxf@163.com 15139846623
南阳市扶贫办 0377-61567225 nysfpbxfk@163.com 13663991532
商丘市扶贫办 0370-3639057 sqsfpxf@163.com 17537045909
信阳市扶贫办 0376-6368994 Xyfpblu@126.com 17613129865
周口市扶贫办 0394-8270226 Zksfpbggyx@163.com 18638089730
驻马店市扶贫办 0396-2610268 Zmdsfpxf@126.com 15639651017
济源市扶贫办 0391-6633993 jyfpxf@126.com 18539112317

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我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畅通
群众反映扶贫领域诉求和意见建议渠道，现将省、市扶贫公共服务热
线信息予以公示。

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1:30，下午 3:00—5:30；
电子邮箱和短信手机号24小时接收邮件、信息。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6日

扶贫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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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彩出出 河南圆梦 康康小小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采访手记

扶贫，就是要让幸福覆盖所有人。

生的对立面，或许不是死亡，而是

遗忘。在扶贫工作中，农村贫困老人

是一个“特殊”群体。那些为抚育子女

含辛茹苦一辈子，如今却因为年迈、疾

病而陷入贫困的老人，更不应被忘记。

“孩子们都比着孝顺”“解决了养

老的后顾之忧”……在金桥村，“孝善

宝”不仅用看得见的善治，兜实了农村

贫困老人的基本生活，给老人们吃下了

定心丸，更通过“子女赡养+财政补贴”

的孝善敬老模式，做成了一篇精准扶贫

和孝善文化相结合的好文章。③4

乡村名片

金桥村，位于柘城县惠济
乡，全村496户，2226人，共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83户，497人，现
有 11户 18人未脱贫。为推动
移风易俗，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进一步彰显爱老、敬老的良好风
尚，金桥村率先在全市推行“孝
善宝”，将兜底保障与弘扬孝善
文化相结合，让农村贫困老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7 月 6
日，记者从团省委获悉，第 20届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结果公布，50
名同志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
称号，760名同志获“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称号。我省共 26人受表彰，
其中，中建二局中原分公司郑州轨
道3号线九工区项目执行经理田华
良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标兵”称
号，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设
计研究总院总工程师叶蕾等 25人
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据了解，由共青团中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表彰的“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是经过层层遴

选、严格审核和社会公示产生的。
他们在本职岗位和工作实践中脚
踏实地、练就本领，在经济社会发
展各个领域奋发努力、攻坚克难，
在重大技能赛事赛场挥洒汗水、屡
获佳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考
验面前甘于奉献、勇于担当，集中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积极进取、
不懈奋斗的精神风貌，是各行各业
青年的优秀代表，是广大青年成长
成才、建功立业的榜样。

团省委表示，希望我省广大青
年职工向受表彰的“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学习，立足工作岗位，刻苦钻
研技术，努力提高技能水平。③9

第 20届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评选揭晓

我省26人受表彰

□新华社记者 史林静 汪亚

在你的城市，15分钟能做什么？
河南许昌给出这样一份答案：从市

内的任何一处居民小区出来，步行不出
15分钟，几乎都能找到一处健身休闲的
游园或绿地、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个便民阅读书屋、一个生鲜便利店……

盛夏的傍晚，一处玻璃房外阳光
依旧明亮，屋内凉气习习，30岁的许
昌市民林娇合上书本装进背包，她决
定回家吃过晚饭再回来，10分钟的步
行路程，正好还可以路过中央公园去
活动一下筋骨。

这座 50平方米的玻璃房位于许
昌市科技广场，是许昌市的“网红建
筑”，也是许昌 32座智慧阅读空间的
其中一处。里面配备各类图书 4000
多册，配有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等
设施设备，同时还有医药箱、手机充电
站、免费无线网络等便民设施。

“这里24小时开放，可以跟市图书
馆通借通还，很方便，又在家门口，走两
步就到了。”7月份的教师招考日益临
近，最近林娇一有时间就泡在这里。

自2017年起，许昌市先后在市区
广场、游园、学校、社区等人流密集、交
通便利处建立智慧阅读空间。2019
年，许昌智慧阅读空间总接待读者112
万余人次，图书借还总量35万余册次。

和阅读一样让林娇感到便利的还
有休闲健身。许昌市提升改造了120
多个公园、游园和广场，见缝插针地新
建了400多处公共体育设施和健身场
所，打造出“15分钟健身圈”，充分满
足当地群众运动健身的需求。

如今的许昌市民，推窗见绿，出门
进园。“从市区任何一个小区出来，步行
不出15分钟，准能找到一个运动健身的
场地，无论跑步、跳舞还是打球都有适合
的空间。”林娇说。

不仅如此，近年来，许昌市连续打

造 5个 15分钟便民服务圈，包括生鲜
便利圈、养老服务圈、休闲健身圈、医
疗卫生圈、智慧阅读圈等。一个个民
生圈，不仅“圈”出了生活的便利，更

“圈”出了百姓的幸福感。
“这可不是吹牛，在我们许昌，买

菜、看病、运动、学习，这些在家门口都
能解决。”家住许昌市魏都区许继社区
的张巧云老人是个大嗓门儿。

走进张巧云老人所在的小区，附近
有阳光书屋、诚信漂流屋、电子图书阅览
室，提供阅读空间；便民服务大厅，可以
办理、咨询6大类40余项便民服务；社
区卫生服务站，让居民享受到“首诊在社
区、小病进社区、康复回社区”的医
疗服务；生鲜便利店不仅
为居民提供新鲜蔬菜，还
为居民提供接收快递、缴
纳水电费等12项免
费服务。

一系列
民生服务不
断拉近与百
姓 的 距 离 。

“ 看 着 都 是
百 姓 小 事 ，
抓好了就是

民生大事，能切切实实提升百姓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许继社区党总支书记
范学政说。

越来越舒心的生活环境给了城市
居民更多的生活选择。如今，68岁的张
巧云已经成为社区闻名的“舞蹈担当”。

“现在没事就到老年活动中心，跳
跳舞，打打牌，这样的日子，你还想啥。”
张巧云手里拿起一把红色的扇子，一边
说一边加快脚步向社区文体活动中心
走去，队友正等着她排练一支新的舞
蹈。（据新华社郑州7月7日电）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若郡

“‘孝善宝’可是好啊，孩子们把
钱存进去，俺们每月按时就能领到零
花钱。”7月 3日，在商丘市柘城县惠
济乡金桥村，刚刚领到钱的邱士豪老
人掰着手指头说，“我仨孩子每人每
月交 100 块，加上政府补贴，这样我
一个月就能领330块钱哩。”

邱士豪口中念叨的“孝善宝”，是
金桥村对贫困老人的一种帮扶举措。

在金桥村，贫困老人占到贫困人
口的三分之一。有的老人是因为年
迈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老人
则因留守在家，长期被子女忽略。他
们不易脱贫，极易返贫，具体要怎么

“扶”，才能既兜住贫困老人基本生活
底线，又能促使儿女更孝顺、老人更
幸福？乡里、村里的干部可没少动脑
筋。

2018年初，以金桥村为试点，惠
济乡创新性地提出为村里建档立卡

贫困户中 65岁以上的老人成
立“孝善宝”账户。即每个子

女每月给父母缴纳不

低于 100元的孝善基金，账户由村里
成立孝善基金理事会统一管理。次
月，县、乡两级财政分别补助缴纳总
额的 5%，连本带息以现金形式发放
到老人手中。

制定了好政策，就要好好地落
实。16个村头大喇叭响了起来，集中
动员广播；打电话、发微信，让外出务
工的年轻人了解情况；对于拒绝缴纳
的子女，入户解说劝解……金桥村孝
善基金理事会成员前后忙了一个多
月，村里有贫困老人的家庭，让他们
跑了个遍。

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今年 75
岁的郭玉莲一直独居。用孝善基金
理事会会长邱廷礼的话说，就是“婆
媳俩已经五六年不来往了，看样子是
准备一辈子不搭腔”。

推行“孝善宝”，最难的就是这种
有矛盾的家庭。邱廷礼连续去了三
次，都吃了闭门羹。“别说每月 100块
了，50块我都不交。”儿媳妇贾某态度
很不友好。

邱廷礼没有放弃，继续登门劝
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每个人都
有老的一天，你现在不孝顺老人，以
后儿媳妇对你也是这态度。”听得多
了，贾某的态度也缓和了，答应说让
她想想。后来她不仅自己把钱交了，

还带动弟媳也给婆婆郭
玉莲交了一份孝善基金。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看似不起眼的“孝善宝”不仅让贫困
老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养老孝老
的孝善文化也在村里蔚然成风。

年近古稀的楚广荣老两口是邻
里眼中有福气的人。在他家的客厅，
一整面墙贴满了家人照片，把屋子里
点缀得格外温馨。“这是大儿子带我
们去郑州时拍的，这是二儿子在阿克
苏当警察的工作照，最下面是小孙子
三岁的时候……”指着一张张照片
时，楚广荣眼神里闪烁着幸福的光
芒，“除了‘孝善宝’里的钱，孩子们还
月月给打钱，二儿媳妇专门给买个手
机寄过来，得空就跟俺们视频。”

说话间，来串门的邻居李贵兰老
人搭话道：“俺家也是，虽然孩子们在
外地工作，把我和他爹挂在心上呢，
还说有空了带俺坐飞机出去旅游。”

现如今，邱士豪每个月有了自己
的零花钱；郭玉莲的婆媳关系也缓和
了许多；楚广荣用新手机和远在阿克
苏的孩子打起了视频；李贵兰老两口
正期待着他们的第一次飞机之旅
……金桥村 129 名符合条件的贫困
老人每个月都领上了“零花钱”。更
可喜的是，这一做法已在全市八成以

上的乡村获得推广，越来
越多的农村贫困老人有了

自 己 的“ 孝 善
宝”。③4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15分钟“圈”出美好生活

村里有了“孝善宝”

国网鹤壁供电公司

融合式党建引领电网高质量发展
□郭戈 秦川 王海港 崔美丽

今年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党委
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推动电网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深入推进融合式党
建，持续固“根”铸“魂”，以新时代电网
担当助力富美鹤城建设，奋力推动鹤壁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出重彩。

党员先锋彰显责任担当

7月 2日，位于鹤壁市淇县西岗镇
的 220 千伏淇县变电站（下称“淇县
站”）综合集中检修现场一片忙碌景
象，十几名工作人员在安装调试智能
终端柜及综合自动化系统。

“淇县站综合集中检修项目是今
年省电力公司确定的重点检修项目之
一，也是鹤壁供电公司历年来投资最
大，设计、技术和施工难度最大的技改
项目。为确保按期完工、投入运行，我
们于项目启动之初就组建了党员突击
队，就是要在集中检修过程中和重要

节点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项目党
员突击队队长、变电检修中心五级职
员刘锋表示。

今年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深
入实施党建业务融入能力提升工程，
明确 12项公司级“党建+”工程，创建
11个党员责任区、31个党员示范岗，
助推党建和业务工作双强化、双落地，
形成了党委抓统筹、专业部门抓融合、
党建部门抓协调、基层支部抓落实的
融合式党建工作格局。“党建+220千
伏淇县变电站综合集中检修”工程就
是其中重要一项。

“90后”党员王文是施工现场为数
不多的女性检修员。她承担着 35千
伏高压室技改任务，要带领工人将传

统高压开关柜全部更换为GIS组合电
器——这在鹤壁供电公司历史上是首
次，也是变电站实现智能化的重要一
环。

“一线工作很辛苦，我们经常要爬
上爬下，风吹日晒是家常便饭，很少有
女孩子愿意干。但只要戴上党徽，穿
上这身工装，我就必须对工作负责、对
项目负责，每个环节都不能马虎。”王文
表示。

作为党员突击队成员，自 4 月初
进场至今，王文已现场施工逾 90天。
从工作票办理到检查安全措施是否合
规，从安排工期衔接到监督施工是否
恰当，她和其他 13名突击队成员挥洒
汗水备战迎峰度夏大考。

截至目前，淇县站 220千伏及 35
千伏设备顺利完成投运，带负荷检查、
各类信号正常，预计全部工程将于 7
月上旬完工，淇县站将为郑济高铁牵
引线路提供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党旗引领筑牢安全防线

截至 6 月底，国网鹤壁供电公司
220千伏线路已创造连续48个月零跳
闸、零外破的全省纪录，这一成绩的取
得离不开国网鹤壁供电公司输电运检
中心党支部全体党员的努力。

7月 5日，输电运维班班长姜马超
带领班组走进淇滨区钜桥镇艾庄村，
例行检查巡视 220千伏 I灵朝线。该
线路穿过鹤壁东区建设施工核心区，

周边塔吊林立，极易对输电线路造成
破坏。

“为了实现 220千伏输电线路‘零
跳闸、零外破’工作目标，我们于今年
年初成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组成的 220 千伏线路‘双零’攻坚
队，还设置了 1个党员责任区、1个党
员示范岗，确保线路运维检修中体现
党员身份、发挥示范作用。”姜马超表
示。

为了切实发挥人防巡视作用，以
姜马超为代表的党员责任区成员实行
线路承包责任制，每名成员除了带头
完成自身线路周期性巡视外，还要对
其他成员责任线路开展防外破特巡，
旨在全面掌握包括 220千伏 I灵朝线

在内的14条 220千伏输电线路运行情
况，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输电运维班安全员边小浩是“双
零”攻坚队中的一员，今年以来，他累
计开展线路巡视逾 90次、处理线路隐
患逾 30处，在缺陷处理、应急抢修等
线路运维管理工作中争当先锋。

此外，国网鹤壁供电公司还积极
创新工作方式，推广无人机巡视、激光
除缺、红外测温等新技术设备在线路
运维中应用，进一步提升电力维护水
平和保障能力。

“今年以来，国网鹤壁供电公司
党委确定了‘123661’的党建工作主
线，致力于进一步推动党建工作在创
新中创优，在创优中创效。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抓实项目化设计、载体化
推进、目标化管理，以高质量党建加
快实现公司‘两个走在前列’奋斗目
标，为鹤壁市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国网鹤壁供电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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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一张“手术室内护士跪
地托举”的照片在朋友圈刷屏。手术
台上，一群医生正在为病人实施手
术，手术台下，一名护士始终保持跪
地托举的姿势。这名护士来自郑州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名叫孟丹丹，也
是一位90后新手妈妈。是什么原因
让她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

原来，当天凌晨 4 点多，郑大
三附院产科接到急诊：“家住惠济
区林雨溪岸社区的一位怀孕 36周
多的产妇出现破水，情况紧急！”医
院随即启动了危重孕产妇急诊绿
色通道，产房助产士孟丹丹随车出
诊。可令她没想到的是，这次出
诊，面对的是一次历时 40多分钟
弓背、弯腰、跪地式的生命救援。

“急救车抵达产妇家时是5点2
分。产妇当时表情很痛苦，身下的床
单已经湿了一大片。”一同出诊的产
三科值班医生冉丽敏回忆，经过检
查，发现脐带脱垂，胎儿非常危险。

“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
让孩子发生窒息，宝贝一定要平

安！”回忆自己当时的举动，孟丹丹
感觉就是一种职业的本能，“托举
的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换人，因为手
一旦松下来，孩子臀部会压迫到脐
带，有造成窒息的风险。”于是，孟
丹丹只能躬身紧跟抱着产妇下楼
的急救队伍，全程蜷蹲在狭窄的急
救车上，坚持了近40分钟。

5点 40分，急救转运车顺利抵
达医院，医院里的急诊手术团队早
已准备就绪，孟丹丹依然一路紧跟
转运产妇的平车至手术室。5点42
分，剖宫产手术开启，几分钟后，响
亮的啼哭声打破了房间内的紧张气
氛。“6斤男宝，母子平安！”直到手
术顺利结束，孟丹丹才放松下来。

产房护士长王璐说：“其实孟
丹丹当天已经上了一个夜班，正好
又碰上这场急诊手术，她自己又刚
做母亲，确实辛苦。同事们心疼
她，才随手拍了照片发在朋友圈
里，没想到引起这么多人关注。”

工作 5 年的孟丹丹也没有想
到，平凡普通的助产士工作会得到
这么多人点赞。“看到产妇、孩子都
平安，我觉得做得值。”缓过劲儿来
的孟丹丹笑着说。③9

托起生命的希望

90后助产士跪地托举
换来母子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