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综合新闻 农村版

编辑∶杨利伟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黄丽

2016年9月13日 星期二

濮阳县柳屯镇

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第六届“华合论坛”中国(平顶山)
不锈钢产业高峰论坛举行

解好精准扶贫“1+N”方程式淮滨县

“一村一策”助力精准扶贫孟州市

太康县 独特的出征礼物

本报讯（通讯员李霞 王秋生 记者马如

钢）“今年俺种的油料牡丹光卖牡丹荚一亩地

就卖了3000多元，顶种粮食的好几倍！”9月

11日，孟州市槐树乡燕沟村油料牡丹种植户

陈天领兴奋地告诉记者。该乡近年来发展种

植油料牡丹5000余亩，今年油料牡丹长势喜

人，全乡光卖牡丹荚就收入60多万元，而这仅

仅是孟州市实施“一村一策”精准扶贫的一个

缩影。

孟州市现有21个贫困村，该市通过调查、

研究、论证，从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等多个方

面，为扶贫村量身定制扶贫对策。化工镇东光

村地处黄河滩区，全村耕地基本上都是沙土

地，不适合一般农作物生长，之前村里大部分

种植的都是耐旱作物花生，收益很少。如何才

能提高村民收入，让群众钱袋子鼓起来？该市

根据当地的土壤、气候、人文环境等各方面因

素，通过调查论证，发现中药材地黄适合沙土

地种植，市场需求大，经济效益也高。于是就

发动群众种植地黄，并定期邀请外地专家、本

地农业局技术人员对群众进行技术指导和培

训。从最开始的小范围种植，到现在全村

5000多亩土地都种上了地黄，地黄种植成了

该村的支柱产业，村里成立了特种种植合作

社，合作社通过合作互助、统一经营、统一销

售，进一步壮大发展了地黄种植产业。“如今，

除了本村的土地，乡亲们还流转了3000余亩

土地种地黄，俺村人均年收入万元没问题！”该

村党支部书记马义军告诉记者。

在西部岭区，该市以西虢镇莫沟村为样

板，按照“一修复三实现”（修复乡村生态，实现

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优

秀传统文化回归）的思路，依托近20万亩西部

岭区生态资源、3000多处窑洞，对源沟、古周

城、耿沟、南咀等典型岭区村庄进行整合改造，

充分挖掘南太行窑洞文化，着力打造窑洞文化

体验旅游区，发展乡村旅游。如今，莫沟村日

均接待游客近千人，旅游观光也为村民发展服

务业提供了500余个岗位。通过旅游产业带

动，该市西部岭区的贫困村走上了脱贫之路。

在岭区和平原结合带，赵和镇东小仇村

拥有传统纺织制衣手艺，很多家庭现在仍然掌

握着精湛的纺织手艺，但苦于不成规模，没有

销路。对口帮扶该村的工作队了解到这个情

况后，就先把几户贫困户组织起来，生产传统

粗布，并帮助他们打开销路。通过这几户的带

动，越来越多的村民投身到传统纺织行业里

来，该村的传统布匹、衣服、床上用品等产业正

在兴起。目前，传统纺织业让东小仇村在周边

县市小有名气，每天都有外来客商到村里购买

订货，传统粗布生产让贫困村东小仇脱贫不再

是梦想。

目前，通过“一村一策”精准扶贫，该市已

有两个贫困村退出贫困村行列，165户531人

实现脱贫，预计到2017年底，全市21个贫困

村全部实现脱贫。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朱海霞 柏

宣扬）“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的单位和责任人，坚决按有关规

定严肃处理，该组织处理的组织处理，该纪律

处分的纪律处分。”近日，在漯河市脱贫攻坚第

二次督导反馈会上，市委副书记蒿慧杰再次对

脱贫攻坚中的各种不作为说“不”。

自漯河市实施脱贫攻坚以来，该市各级党

委政府高度重视、强力推进，各有关部门尽职

尽责、主动作为，各贫困村基层组织站到一线、

冲在前面，全市脱贫攻坚取得了明显成效。据

统计，2016年全市计划投入财政扶贫资金

6400余万元，用于61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

（涉及85个项目），目前已竣工项目33个；安

排到户增收项目46个，项目受益农户3304

户。

“成绩的背后还存在一些驻村第一书记履

职不到位、扶贫措施落实不够好、产业扶贫相

对滞后、群众对脱贫政策知晓率不够高等突出

问题。”蒿慧杰说，这就要在进一步提高督导实

效上下功夫，明确督导内容，认真对照“扶贫政

策宣传是否到位、精准脱贫措施是否落实、扶

贫责任单位是否尽责、驻村第一书记是否履

职”等突出问题开展督导工作。

为此，漯河市采取“三结合”的督导方式，

即“以实地暗访与电话抽查相结合、综合督导

与专项督导相结合、异地督导与分包督导相结

合”的方式在全市展开多种形式的全面督导，

以切实提高脱贫攻坚督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时

效性，以此把县、乡两级和村级组织的积极性

及贫困户的主动性调动起来，强化帮扶单位责

任和驻村第一书记的责任，广泛发动社会各界

参与扶贫，形成问题整改的强大合力。

“强化督导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各项扶

贫措施精准落地，按期保质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漯河市扶贫办常务副主任罗静表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通

讯员韩浩李鹏）“帮扶对象：马集镇项园村二

组霍永华；帮扶责任人：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驻村第一书记张成功；帮扶措施：引导霍永

华当地务工，入股金豫南企业种植弱筋小麦，

每年资助其上大学的女儿4000元……”在淮

滨县马集镇项园村精准扶贫一览表上，清晰地

罗列着一项项因户因人定制的帮扶举措，明确

标注着责任人、预计收入等帮扶信息，这是该

县实施“1+N”精准扶贫模式的一个缩影。

该县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全力推进。今年如何实现54个贫困村16500

名贫困人口贫困退出？该县在对农村贫困人

口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

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不断寻求脱贫攻

坚的路径和程序，积极求解脱贫攻坚精准到户

“1+N=脱贫”和精准到村“1+7=退出”方程

式。“1+N=脱贫”方程式，即“1个帮扶责任人+

因户制宜的N个脱贫路径=脱贫”。“1+7=退

出”方程式，即“一个贫困村+有一条通村公路

实现硬化、符合安全要求的饮用水、基本满足生

产生活用电需求的电力设施、户户通广播电视、

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有标准化卫生室和合

格的乡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基本实现通

宽带七条标准=退出”。该县印发《淮滨县脱贫

攻坚精准到户1+N帮扶措施明细表》《脱贫攻

坚精准到村1+7退出任务明细表》1万多份，发

放到所有帮扶责任人和贫困户手中，因户因人

因村制定脱贫措施，真正做到“措施到户、措施

到村、精准滴灌”，让帮扶责任与脱贫路径对账

销号，达到部门职能与贫困需求无缝对接。

对照两个方程式，该县各乡镇帮助贫困户

精准制定“1+N”帮扶措施；各职能部门纷纷主

动出击，运用政策全力解好“1+7=退出”方程

式。县交运局计划投资2050万元，改建通村

道路50公里，确保54个先期脱贫村全部通路，

通车的畅通率、通达率全部达到100%。县水

利局积极申报工程项目，规划解决23个贫困村

2万～6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县电力公司筹

资7472万元实施全县贫困村“村村通动力电”

工程。县文广新局筹资153万元，采购直播卫

星设备，为全县5120户贫困户更换广播电视，

积极改建、扩建、新建贫困村文化服务中心。县

卫计委全力改进6个不达标村卫生室。县住建

局开展“精准扶贫危房改造”工程，加快推进贫

困户危房改造140户。县教体局实施全面覆盖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保障和资助制度，确保

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失学，在涉及退出任务

的24个贫困村各建一所幼儿园，选派37名优

秀教师重点支教贫困村。县联通公司实施“1+

1惠民”工程，投资1200万元实现了全县289

个行政村全部通宽带。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9月

10日上午，第六届“华合论坛”中

国(平顶山)不锈钢产业高峰论坛

在平顶山市举行。

此次论坛旨在剖析当前中

国不锈钢产业发展现状，解读分

析国家对不锈钢产业的政策，探

讨前沿技术发展的方向，预判不

锈钢产业的发展前景。论坛上，

全国工商联冶金业商会副秘书

长、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

宋继军、中国联合钢铁网不锈钢

部总经理韩建标、北京碧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总经

理周强等作了主题演讲。宝丰县

政府主要负责人在论坛上对宝丰

不锈钢产业进行了推介。

据介绍，从2010年10月宝

丰县引进第一个不锈钢项目开

始，到目前已累计引进入驻不锈

钢项目15个，总投资158亿元，

其中旭原年产10万吨冷轧不锈

钢项目、宝隆年产30万吨不锈钢

制品项目、宝通一期年产10万吨

不锈钢彩色板项目、利嘉一期年

产4万吨不锈钢管材项目、汇众

一期不锈钢供水制品项目等6个

项目已建成投产，翔隆年产150

万吨不锈钢液压平整板材项目、

宝通二期年产20万吨不锈钢彩

色板项目、卢森年产2万台不锈

钢电梯项目、莱茵贝恩年产6万

台不锈钢电梯项目、利嘉不锈钢

产业园二期、汇众不锈钢产业园

二期等6个项目正在建设，还有3

个项目即将开工。鉴于宝丰县不

锈钢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

速度迅猛，产业关联度强，产业层

次较高，2014年10月中国不锈

钢行业大会在宝丰县举办。

本报讯“这次外出取经，真

的受益匪浅，不管是社区居民楼

宣传栏里‘伟人风范看家风’系

列、村里到处可见的‘廉风家话’

碑，还是校园里设计得生动活泼

的‘自律牌’，都给人一种‘廉风拂

面’的感觉……”9月11日，提起

本次漯河之行，尉氏县纪委宣教

室主任闫耀迎如此说。

为使廉政文化工作做实做

牢，9月8日上午，尉氏县纪委书

记王伟超带领纪委成员、部分乡

镇及县直各单位纪委负责人，前

往漯河学习廉政文化经验做法。

在漯河市的开源社区、许慎

小学和姬崔村，每到一处，大家都

被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内容所

感染。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兄

弟县市的经验做法，扎实做好廉

政文化教育，使纪检宣教工作再

上新台阶。

（石顺江）

本报讯（通讯员管庆义 孙金花 记者

段宝生）9月9日，记者从濮阳县柳屯镇获

悉，今年以来，该镇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为抓手，突出问题导向，对镇里的4个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进行了整顿，进一步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据了解，该镇成立了以镇纪委牵头的4

个整顿工作队，每个工作队分别由挂片科级

干部为组长，管区书记为副组长，管区主任、

包村干部、村干部为成员，认真查找4个软弱

涣散党组织形成原因，发现刘庄村存在村务

公开不及时，群众知情权没有得到有效保

障，民主决策落实不到位，群众参与管理村

内事务不积极。吉村村班子管理松散，各项

制度落实不到位，村内经济发展滞后，群众

收入水平较低。毛小寨村内基础设施建设

相对滞后，群众意见较大，村内农业产业化

程度较低，群众收入水平较低。东陈庄阵地

建设不完善，阵地作用发挥不到位，村务公

开不及时，村务公示墙作用发挥不好。

针对以上问题，该镇召开党委专题会

议和党委扩大会议，针对每个村制定专门

的工作台账和整顿方案。在整改过程中，

整顿工作队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每

个月定期到挂点村调研指导工作，开展研

究一次整顿思路、过一次组织生活、走访慰

问一批党员群众、办一件民生实事、解决一

个突出问题等“五个一”工作。通过半年整

顿，切实刷新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的威信

和群众的满意度。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白东亮）9月7日下午6时许，

舞钢市尹集镇大刘庄村村民李国

有将他妻子采摘的5筐山葡萄又

全部卖出，共卖得现金520元。

加上这笔收入，他们每天上午上

山采摘、下午回到镇上出售，一周

时间李国有夫妇卖生态山葡萄已

收入4000多元。

尹集镇是山区镇，全镇森林覆

盖面积占68%以上。该镇山区生

态林中生长的无公害野山葡萄，近

年来成为市民和当地居民眼中的

养生保健品，不少人用其自酿野山

葡萄酒成为时尚。该镇年产鲜野

山葡萄在30万公斤左右，每到秋

天成熟季节，都有来自郑州、漯河、

平顶山、许昌等地的客人到镇上采

购，一年下来村民仅采卖生态山葡

萄收入达260多万元。

李国有说：“今年山葡萄长得

好，价格也卖得好，每公斤都在

10元，俺摘两天山葡萄收入超过

种一亩玉米的收入！”

为增强员工的消防应急能力与自护自救技能，正阳县农商银行

日前组织全辖区各分行行长、会计、内勤、保安和总行安全保卫人员

共计100余人，开展“防火灾消防演练”。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朝阳李书令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王峰杨明华）9月5日，行走在汝

南县常兴镇境内，但见成熟的水

稻随风翻滚，稻香扑鼻，一片金

黄。

手捧着沉甸甸的稻穗，种植

户王学伟喜滋滋地说：“俺种的

100亩富硒水稻，施的全是农家

肥，浇的是沼液和清澈透明无污

染的臻头河水，生产的稻米颗粒

饱满，晶莹剔透，入口醇香，营养

丰富，每公斤6元还很抢手，今年

保守估计一亩地纯利润在3000

元以上，富硒水稻成为村民们致

富的‘黄金产业’。”

常兴镇地肥水美，土壤富含

硒、锌等微量元素，发展富硒农产

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

来，该镇把发展富硒水稻生产作

为农民致富的特色产业来抓，成

立了水稻种植合作社，推行“绿色

水稻”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水稻合

作社＋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

模式，促进了水稻向优质、高效方

向发展，辐射周边农户。同时，注

册了“长相思”牌大米商标，建立

水稻加工企业6家，年生产能力

在百万吨以上，并与陕西、山西、

河北等省签订了产品销售合

同。该镇大米一上市便受到消

费者青睐。今年，种植的2万亩

水稻长势良好，一派丰收在望的

景象，预计亩产量可达650公斤，

亩产值3000多元。

本报讯（通讯员王冬安 薛昊天 白洁

记者曹国宏）为进一步加强驻村“第一书

记”管理，新野县成立党员干部驻村任职工

作办公室，明确县驻村办、乡镇（街道）党

（工）委和派出单位三方责任，确保驻村工

作实现规范化管理。

该县驻村办建立“第一书记”工作台账

和督查档案，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县驻村帮

扶工作，及时做好选派、调整、考核，督促乡

镇（街道）、派出单位加强对“第一书记”的

支持联系和教育管理。同时，充分运用好

“第一书记”微信群开展在线交流学习，实

施动态督查，实现常态化管理。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切实履行日常

管理监督职责，组织委员任驻村“第一书

记”联络员，负责日常考勤工作。每季度组

织“第一书记”开展“双述双评”（第一书记

分别向派驻村所在乡镇、派驻村党组织进

行述职，并接受乡村两级评议）活动，激发

“第一书记”履职尽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全面促进驻村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派出

单位充分发挥后盾作用，制定帮扶计划，建

立帮扶台账，“一对一”、“一对多”开展结对

帮扶工作，主要领导定期不定期到村指导

工作，在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等方面给予

派驻村多方支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推动双方党组织晋位升级，确保驻村帮

扶工作取得实效。

9月11日，是新兵入伍的时间，当天下午，太康县司法局组织法律援助工作人员来到该县武装部，为该县即将踏入部队的新兵送上

“军人军属法律服务联系卡”，以及《兵役法》《法律援助指南》等法律法规书籍，为新兵和家属提供法律服务，解除军人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长伟摄

本报讯（通讯员邓红刚 申万宏 记者秦

名芳）“俺平时就喜欢吹吹唢呐，搬到水冶镇后

参加老年娱乐活动就更方便了，那儿比老家繁

华，房价也不高，除了上级补助，俺基本不用自

己掏钱就能购买一套50平方米的新楼房。”9

月10日上午，提起南海水库移民避险解困搬

迁安置的好处，今年72岁的安阳县善应镇南

郊村王用所老人高兴地说。

安阳县南海水库移民避险解困项目是河

南省第二批移民避险解困工作试点项目，涉及

南海水库周边5个村983户3118人，估算静

态总投资为13233.99万元。项目启动以来，

该县提出要打好移民避险解困“攻坚战”，按照

“规划引领、宣传引导、政策激励、分步实施、整

体推进”的工作思路，采取集中安置与分散安

置相结合的方式，将集中安置点规划在善应镇

区，集中打造配套完善、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

移民小区。同时，针对灾后重建安置的实际，

将水冶廉租房列入避险解困集中安置点，对符

合购买廉租房条件的移民群众给予每套5000

元的优惠。

为转变移民群众“穷家难舍，故土难离”的

守旧思想，该县在采取宣传发动、入户走访、座

谈交流等方式广泛宣讲安置政策的基础上，还

统一制作了安置政策比对宣传喷绘张贴到5

个移民村，让群众通过算对比账自主选择安置

方式，真正实现自愿搬迁与和谐搬迁。截至9

月10日，该县已提出申请搬迁安置户147户，

其中到水冶廉租房安置的54户，到善应镇区

安置的65户，分散安置的28户。

尉氏县纪委

廉政文化学习收获大

汝南县常兴镇

富硒水稻种出“黄金产业”

舞钢市尹集镇

生态山葡萄成抢手货

新野县

措施跟进确保驻村实效

对脱贫攻坚不作为说“不”漯河市

打好移民避险解困“攻坚战”安阳县

正阳县农商银行

消防演练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