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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

7

——记省政府办公厅驻栾川县河南村第一书记郭奇
□本报记者 张生平 通讯员 张金才 罗代彬

上下齐心 脱贫攻坚灵宝市焦村镇

脱贫有真招儿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夏峻范萤娣

组织关怀

2016-08-31 15:28

省信访局刘中伟（驻汝州市朱沟村）：

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省政府

发展研究中心正厅级巡视员）赵景书

等，一起“问诊”朱沟扶贫。

2016-08-31 15:42

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叶险峰（驻固始县皮冲村）：

8月31日上午，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大健康事业部总经理吴希振一行

到皮冲村调研。初步商定，皮冲村将利用现有

茶叶资源，为该公司提供红茶原料，帮助贫困农

户尽快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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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社时圣宇(驻虞城县韦店集村)：

农村孩子想要改变命运，路子并不多。上学

读书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为了鼓

励今年村里新考上的大学生，在村里营造重视教

育的氛围，8月中旬，村“两委”班子在一起商量准

备奖励今年新考上的大学生：一本奖励1000元，

二本奖励500元，三本和大专奖励300元。钱不

多，重在鼓励。方案确定以后，我们马上在全村

贴了奖励公告。经报名、统计，结果果然令人惊

喜。截至目前，今年我村共考上14名大学生，其

中3个一本、4个二本、1个三本、6个大专。

2016-09-03 11:24

省工商联张磊（驻洛宁县高湾村）：

一个都不能少，爱心助学在传递！9月2

日，适逢高湾村小学开学第一天。继浙江商会

上周为村里36名在校大学生发放10万元助学

金后，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校友会的青年企业

家们在原校长张力生的带领下，赴高湾小学开

展助学活动。向小学师生捐赠了价值1.5万元

的慰问品，送去了中秋月饼，现场为小学生发

放了爱心书包。

2016-09-06 12:49

信阳师院李向阳（驻潢川县万营村）：

新学期，随着潢川县万营希望小学报到人

数不断增加，原有的课桌凳已经远远不能满足

学生需求。9月3日晚，在信阳师院后勤管理

处、后勤服务总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带着信阳

师院师生深厚情谊的120套课桌凳、30套高低

床运抵万营希望小学。万营村部分群众连夜

自发到学校帮忙卸车。

2016-09-05 18:04

河南科技大学王智（驻汝阳县红里村）：

脱贫攻坚战是一场人民战争，要充分激发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今天向红里村的百姓们

展示了22块宣传版面，其内容有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攻坚的重要讲话，有国家和省、市

脱贫攻坚文件与政策，有贫困户、贫困村脱贫

标准，有扶贫项目解读，有一年来的单位帮扶

和驻村工作展示，有红里村的在建项目，有未

来的脱贫规划……全面宣传，广泛动员，凝聚

合力，红里村加油！

2016-08-31 17:10

郑州铁路局葛明涛（驻虞城县丁河楼村）：

经过5天的试运行，丁河楼小学今天正式

开学了!感谢关心支持丁何楼小学的各级领导

和乡亲们!希望孩子们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奋

发向上，拼搏进取，成为栋梁之村，为国家、为

丁河楼的发展做出贡献!

丁河楼小学恢复办学，目前设有三个年级

共三个班，已经招收了60多名学生。

2016-09-02 13:15

省妇联冯耀宇（驻睢县东关村）：

村里开始修路了。

2016-09-03 22:38

郑州师院焦建鹏（驻荥阳市新沟村）：

新沟村休闲游、农家游正式拉开了帷幕。

感谢旅游部门的精心安排，感谢游客为新沟带

来的生机。

2016-09-05 15:19

睢县城管局肖爱伟（驻睢县张总旗村）：

我们村下步将开展手工布鞋加

工。鞋子模具和加工材料已经拿回来

了，马上就要组织村民培训～

2016-09-06 10:43

省委农办杨涛（驻新县章墩村）：

9月5日，向省委农办领导汇报驻村一年来

工作，并谈了驻村体会:爱村亲民、襟怀坦荡。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不忘初心、砥砺前进！

9月2日上午，记者前往栾川县

庙子镇河南村，采访省政府办公厅派

驻该村的第一书记郭奇。然而，我们

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半个

小时后，郭奇才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我

们的视线里。

经过交谈得知，郭奇是到村里的

贫困户家中去了，走路不利索是因为

前几个月跑项目时不小心把脚摔骨

折了。“郭书记对贫困户很关心，还啥

时候都不忘工作。”一见面，河南村党

支部书记王古栾就这样向记者介绍

郭奇。

去年刚到村时，郭奇想到贫困户

家中了解情况，但当天已经是晚上8

点多了，王古栾劝郭奇先吃晚饭，但

郭奇说，吃了饭再去就太晚了，他硬

是饿着肚子走访了好几户贫困户。

郭奇凭着这股子劲儿，前前后后走访

贫困户几十次，如今对全村贫困户的

家庭情况早已了然于心。“别说是贫

困户认识他，我们河南村也都没人不

认识郭奇书记的。”王古栾感叹道。

郭奇的脚骨折后上了石膏，不能

走动只能静养，但他一刻也没有闲

着，一天要打好几十通电话，问项目、

问贫困户、问工作开展情况，还在自

己的住处召开村“两委”班子碰头会，

对遇到的问题及时讨论并研究解决

方案……

河南村位于栾川县城东南约11

公里处，全村贫困户36户128人。在

掌握了全村村情村貌、组织建设、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基本情况后，郭

奇开始科学筹划贫困户的脱贫致富

计划和村子的长远发展规划。

经过认真思考，郭奇理清了“三

核心”的工作思路：以完善制度建设

为核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以夯实

村里的产业发展基础为核心，谋划基

础设施项目；以增加村民收入为核

心，谋划产业发展项目。

郭奇办公桌上的几本小册子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这是围绕河南村

基层组织建设而制定的一些工作制

度，包括《第一书记工作守则》《贫困户

管理办法》《河南村党员管理办法》等，

我们要把工作落实制度化。”郭奇介

绍道。通过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河南村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显

著增强，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也大大

提升，为各项扶贫政策、措施的落实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通过积极协调，争取到了

省交通厅的专项资金66万元，用于对

村内道路标准和质量进行提升。”郭

奇指着不远处正在施工的工程项目

向记者介绍道。此外，郭奇还协调争

取到了县扶贫办安排的社会扶贫资

金110万元，用于架设油坊桥；协调到

了县电力公司安排的专项资金约100

万元，完成了全村的农网改造工程；

协调到了县财政局安排的专项资金

20万元，用于提升安全饮水工程的水

源质量和村内的渠道治理……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既是为村

民办实事，更是为全村经济产业的长

远发展奠定基础。”郭奇说。

郭奇在深入走访调研后发现，该

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多而且复杂，为

确保不让任何一个贫困户在脱贫攻

坚的过程中掉队，郭奇根据每个贫困

户的特点，对贫困户“对症施药”：项目

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搬迁脱贫……

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切实让贫困户享

受到了扶贫开发的红利。截至目前，

河南村36户贫困户实现了每户至少

对接一项扶贫政策：13户申请到了农

户增收项目；24户对接上了科技扶贫

项目；2户享受到了雨露计划助学补

贴，村里的5名贫困大学生均享受到

了助学补助；26户实现了家中至少1

人就业；12户从事来料加工生产；13

户被纳入低保救济；15户申请到了危

房改造；36户贫困户全部加入了村互

助社……

“郭奇的扶贫招儿出得真，也出

得实。”王古栾说。

今年村里包装纸袋制作项目的

成功启动，让群众实现了在家门口就

业，做到了赚钱与农活儿两不误。参

与项目的村民，熟练工每月可拿到

1500元至2500元，收入可观。

在郭奇的努力下，羊肚菌种植基

地、浙江义乌箱包生产企业、服装厂

等项目也将在近期落户河南村。这

些项目的落地将带动更多群众脱贫

致富。

“河南村的脱贫致富没有问题！

农民是最纯朴的人，如果我们对他们

像对待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兄弟姐妹一样，把村里的事当做自己

家的事来操心，我们的群众又怎么会

不拥护我们、不支持我们呢？俯下身

子，鞠躬尽瘁，是我这个驻村第一书

记永远不变的心愿。”郭奇信心满满

地对记者说。

巷道两旁挺立着几百株苍翠松

柏，家家户户门前都有漂亮的白玉栏

杆，整齐划一的门楼院墙，干净整洁的

村道庭院，一阵微风吹来，花香弥漫、

蝶飞蜂舞，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是记者9月5日在灵宝市焦村镇姚

家城村看到的今年实施脱贫“摘帽”工

程后的崭新村貌。

焦村镇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将该

项工作作为2016年全年的重要政治

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以“标准有提高，重点再聚焦，内涵

再丰富，底线再织牢”为宗旨，以精准

识贫为基础、精准扶贫为举措、精准脱

贫为目的，严格按照“六个精准”、“五

个一批”的要求，从强化队伍管理、加

强督导督查、完善信息资料入手，紧盯

脱贫重点目标任务，强化帮扶工作效

能，确保全镇脱贫攻坚工作抓实、抓

严、抓好、抓出成效。

该镇姚家城村距离镇区5公里，

下辖两个自然村，有6个村民小组，全

村213户832口人，其中贫困户46户

贫困人口147人。该村干部带领群众

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工作

思路，不断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的步伐，

提升特色农业发展水平，全村形成了

以优质苹果、葡萄和畜牧业养殖为主

的支柱产业，现种植红提葡萄580亩、

桃300亩，发展养殖户8户，年产值

780万元。为了精准帮扶村里的贫困

户，村干部包户到人，大力实施种植养

殖脱贫。

该村一组60岁的老人杜更泽是

通过养羊实现脱贫的村民。他对记者

说：“我一家4口人，两个娃，6亩地，咱

本人老实，年龄大，不能出去务工，也

不会种植特色农作物，家庭每年的收

入总是捉襟见肘，是村里典型的贫困

户。今年3月份，市里来的帮扶工作

队、镇里的包户干部和村干部多次到

我家，与我沟通思想，给我制定了养

羊脱贫计划，并协调资金1200元，给

我买了十几只羊。前天，几只大羊卖

了6000余元，剩下的羊年底若能卖

个好价格，收入1万～2万元应该没

有问题。”

该村为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任

务，村“两委”成立了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根据每个贫困户各自的家庭情

况，该村分别量体裁衣，制订了具体的

脱贫措施和可行性方案，并配合市帮

扶工作队、镇包村干部共同整理完善

了贫困户动态管理档案。他们聘请市

科协、市园艺局等部门的工作队员进

村入户，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务工知识

培训三次。通过培训，全村有12个贫

困家庭的16名青壮年劳动力走上了

新的就业岗位。据悉，该村的46户贫

困户中，截至8月底已有28户脱贫，

剩余的贫困户预计今年底可以全部达

到脱贫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