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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大病救治
覆盖全部农村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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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尹祖涛
闫利娜）扶贫产业（就业）基地内，村民们正
忙着加工生产农特产品；电商产业园内，贫
困户子女正在学习一技之长；希望的田野
上，金银花、树莓、芹菜、中药材、食用菌长势
喜人……五月的封丘大地，阳光一如党员干
部和群众凝心聚力脱贫攻坚的火热激情，饱
满而热烈。
封丘县把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积
极探索产业扶贫新模式，全面推动脱贫攻坚
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全县共谋划并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162个，
带动贫困户1.03万户。
打赢脱贫攻坚战，
在于指挥者，
更在于带
头人。村党支部书记是带头人中的关键。王
村乡小城村党支部书记放弃郑州的生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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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大病兜底保障机制攻坚因病致贫

凝心聚力推进脱贫攻坚
家带领贫困群众发展中药材产业，
建设
“养生
小镇”
；
盛水源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建设火龙果
种植大棚，拿出了家里的全部积蓄。截至目
前，全县共有43 个村党支部书记带头成立合
作社，
带动贫困群众3000余户。
该县深入基层，问需于民、超前谋划项
目；专业人员科学论证、把关推荐项目；乡村
两级组织考察、筛选确定项目；依托农民合
作社实施项目。在封丘，有一大批为扶贫而
“生”的农业合作社，以流转土地挣租金、资
金注入挣股金、务工就业挣薪金的形式带
贫。同时，该县根据企业用工、原材料、贫困
户就业、发展生产等方面的需求，带动特色
农产品生产和贫困户增收的情况，对带贫企
业最高奖励达百万元，形成了企业发展、贫

困户增收的双赢局面。
集生态种植、研发科普、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光伏扶贫，阳光变财富，温暖贫困户。 四大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建成后
封丘县利用政府办公用房、产业集聚区标准 可带贫 6000 人左右。
化厂房、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及其他政府
金融扶贫好政策，
“贷”动致富好日子。
拥有产权的公共基础设施的屋顶建设屋顶 封丘县政府整合涉农资金 3.5 亿元，用于脱
光伏发电系统。项目总投资为 3 亿元，一期 贫攻坚产业扶贫和项目建设。建立封丘县
项目投资 6700 万元，预计可持续带动贫困 “四位一体”加党建支农和扶贫融资平台，县
户 3200 户。
政府注入 1000 万风险补偿金，同河南农信
旅游扶贫，好风景给贫困群众带来“好 担保公司、中原农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签订 1
钱景”。封丘依托长寿之乡优势，发展乡村 亿元的“四位一体”合作协议，已向扶贫企业
旅游，实施生态旅游扶贫，曹岗“万亩花海”、 发放贷款 650 万元。
陈桥东湖湿地、应举嘉联农业引爆封丘旅游
封丘县委书记李晖说，经过 3～5 年的
业。今年以来，共接待游客 40 余万人，为 努力，封丘县将实现全域经济均衡发展、基
2200 余户贫困户增加收入 200 万元。山水 层组织建设全面过硬、贫困群众增收致富的
生态休闲农业扶贫项目总投资 5 亿元，建设 多赢格局。

雷沃“三夏”服务全面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王晓亮）
5 月 16 日，雷沃服务工程师接过“雷沃‘三
夏’全程智能服务队”的大旗，乘坐全新的
雷沃服务车与雷沃阿波斯配件流动车一道
踏上远赴河南、安徽等地的“三夏”服务之
路。这标志着雷沃阿波斯农业装备 2017
年“三夏”服务全面启动。
雷沃重工副总裁、雷沃阿波斯农业装
备“三夏”服务前线总指挥李金良表示：
“2017 年，雷沃服务通过开展‘雷沃驿站’
建设、推出限时服务等 6 项服务创新举措，
围绕资源保障、配件供应、信息闭环、技术
和政策支持五大重点工作，系统发挥雷沃
服务在信息化、智能化方面的优势，全面提
升客户满意度，打造全新的雷沃智能服务
体验。”

兰考县人民政府与中原农险
签约全面战略合作
本报讯 （记者杨青）5 月 16 日，
兰考县人民政府与中原农险“小康
路上有保障”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兰考举行，标志着兰考县
人民政府与中原农险在致富奔小康
的道路上将携手共进，共创兰考美
好的未来，为今后兰考致富奔小康
提供全方位的风险保障，实现“小康
路上有保障”。
去年 1 月 11 日，兰考县政府与
中原农险签署脱贫路上零风险保险
扶贫项目合作协议。中原农险首创
“脱贫路上零风险”保险扶贫模式，
为兰考脱贫攻坚的道路上提供了各
种风险保障，为兰考脱贫工作保驾
护航。兰考保险扶贫项目实施一年
内，共出险 573 起，理赔 814 万元，
帮助贫困户、新农主体和带动脱贫

企业以低成本融资 4300 万元，带动
857 户贫困户 2571 人走上产业脱贫
的道路。
“兰考模式”的成功引发了强大
的示范效应，与中原农险整县合作
的地方越来越多。中原农业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毕治军介绍，中
原农险经和兰考县委、县政府进一
步加强工作研究，准备调整保险方
案：一是为全县 70 万人口提供普惠
意外险及短期健康险，防止出现因
意外和疾病返贫；二是将农业生产
设施纳入保险范围，支持兰考发展
蔬菜种植、养鸭等产业，调动农户创
业致富的积极性；三是继续加大融
资支持力度，为农民创业和产业发
展提供农业贷款保证保险，解决创
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

食品企业借助食博会融入
“一带一路”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名企业君乐宝、无限极合作，马来西
黄卫民 王笑阳）5 月 18 日第十五届 亚等国的客商也前来洽谈业务。
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圆满落幕。
源隆生物科技于 2015 年建成
漯河市借助本届食博会共达成投资 并投产了年产 1000 吨低聚木糖项
项目 63 个，计划投资总额 359 亿元。 目，将玉米秸秆、玉米芯等转化成功
食博会期间，漯河市共邀请到 能性低聚木糖，成为我省唯一一家
参展商、采购商、投资商 1 万余名。 生产低聚木糖的生物科技企业。
此外，还有数千名参展企业经销商
“食博会为公司走出国门提供了
和周边城市食品批发商慕名而来。 一个广阔的发展平台。”公司董事长
食博会开幕当天，
位于漯河市东 李源隆说，
这次有望借助食博会与马
城产业集聚区内河南源隆生物科技 来西亚客商实现合作，继而融入到
有限公司所展示的低聚木糖系列产 “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当中，
进军东南
品备受国内外客商的青睐，
不仅与知 亚市场，
撬动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禹州

处分宣布现场变身教育课堂

内黄农民董献臣 废旧钢铁造出电动铁马
5 月 18 日，内黄县亳城乡岳次范村农民董献臣正在测试自造的电动铁马。董献臣通过 12 年潜心钻研、利用废旧钢铁等材料，成
功自造了一匹重达 100 余公斤、高 1.2 米、长 1.5 米的电动铁马和一辆长 3.5 米、高 2 米的配套马车，可以通过马车上的方向盘和电动自
行车开关操控方向及行驶速度。启动后，铁马可以如同牛马一样在平坦的马路上威武前行。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刘超 摄

一剂破解因病致贫的良方
——南乐县实施健康扶贫助力脱贫攻坚侧记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蒋晓宇 刘洪坤

病保险、医疗救助、健康扶贫补充保
险等各具特色的保障措施，切实减
轻了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负担。
到 2020 年，贫困地区人人享有基本
医疗卫生服务，农村贫困人口大病
得到及时有效救治保障。

漯河食博会
“吸金”
359 亿元

5月24日至12月19日
驻马店火车站停办客运业务
本报讯 （记者黄华）5 月 18 日，记者从
驻马店火车站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因火车站改扩建，该站将于 5 月 24 日至 12
月 19 日暂停办理旅客运输及中铁快运（行
包）运输业务。
据了解，2014 年 3 月，国家铁路总公司
将京广铁路驻马店站改造项目列入建设计
划，计划将新站房向北移动 215 米，总建筑
面积扩大到 1.2 万平方米，同时实施相应的
站台、雨棚、轨线等工程，项目总投资 3.9 亿
元。
驻马店火车站停运期间，驻马店高铁
火车站将新增停靠旅客列车 17 趟，西平火
车站增加停靠列车 3 趟，遂平火车站停靠
列车增加 2 趟，确山火车站增加停靠列车 7
趟，旅客可就近乘下车。

新华社北京 5 月 17 日电 记者
17 日从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的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助力健康扶
贫工程、加快脱贫攻坚，我国各地推
动建立健全农村贫困人口大病兜底
保障机制，形成了统筹基本医保、大

如何让贫困群众方便看病、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呢？南乐县抓住被列为濮阳市家
“看病路上，有政策、有政府真好！”5 月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试点县的机遇，创新健
17 日，南乐县谷金楼乡吴家屯村贫困户姚根 康扶贫模式，适时开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启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良方”，为贫困群众
现年66岁的姚根启，去年检查出肺部长 撑起了健康“保护伞”。
有肿瘤，随即做了切除手术。姚根启的老伴
建立健康档案是南乐县为贫困户推出的
患有甲状腺炎等慢性病，子女也不在身边。 又一项福利。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由南乐县政
以前，
老两口身体不舒服，
也只能硬扛着。
府主导，以临床医生为主体、家庭为组织单
今年 5 月，南乐县开始大力推广家庭医 位，推动临床医生与城乡居民签订健康管理
生签约服务，乡政府帮他和老伴签约了家庭 服务协议，
明确签约医生服务责任，
建立起稳
医生。5 月 11 日，姚根启突然感觉胸痛、发 定的健康服务契约关系，为签约家庭成员提
热。虚弱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签约家庭医生 供连续稳定、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
崔顺齐，硬撑着拨通了电话：
“崔大夫，我有 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同时，聘请豫医联盟
点不得劲，现在有空过来给我看看吗？”十几
分钟后，崔顺齐来到姚根启家，为他耐心检
查，并开具了针对处方。
南乐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群众 5889 户
20671 人，像姚根启一样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就有 2046 户 6676 人，
“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成了该县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秘书长周艳担任全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总顾
问，
指导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
县财政
列支 205 万元，专门用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组成
签约服务团队，
走村入户，
上门签约……
“最近按时吃药没有？身体有什么不舒
服？”5 月 11 日，南乐县梁村乡卫生院的苏自
娟医生，第二次来到签约贫困户查章会家进
行巡诊。60 岁的查章会，两年前因脑梗引发
大出血导致瘫痪在床，看病就医成了一大难
题。
“现在签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有啥不舒
服的，只要一个电话，家庭医生就上门了。”
现在，查章会切身感受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带来的便利。

总编室：0371-65795713

警示教育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禹州市纪委持续在“纪
律处分与警示教育同频开展”上做
文章，探索纪律审查处分决定“下半
曲”，出台实施《关于利用党政纪处
分决定开展警示教育活动的实施办
法（试行）》，改变过去单一“闭门”宣
读处分决定固定招数，创新打好“处
分分级宣布、现场警示教育、重点公
开曝光”的党政纪教育“组合拳”，让
党纪政纪处分决定宣布现场“变身”
为警示教育课堂，真正使受处分人
员和接受警示教育党员干部‘零距
离’接触，以案说纪、以案释纪，让基
层党员干部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
事不能做。去年以来，该市纪委利
用党政纪处分决定与警示教育同步
开展活动 21 次，1200 余党员干部接
受警示教育，使纪律处分惩戒和警
示教育作用达到有机融合。

“签订健康服务协议后，贫困户不仅可
以享受健康指导、疾病咨询、上门随访等一
系列服务，有大病的还能享受专人一对一服
务，帮助对接专家，联系上级转诊医院，确保
大病不延误，不致贫。”南乐县卫计委负责人
介绍道，贫困群众拥有一份健康档案，病种、
检查、治疗、吃药等情况一目了然。
目前，南乐县已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
签约服务团队 66 个，签约医生 149 人；完成
签 约 128700 户 495787 人 ，签 约 贫 困 户
5712 户 19310 人，签约因病致贫户 1561 户
4029 人，为因病致贫患者建立完整的病历
档案 2090 份；农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在
89.98%以上。

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联系电话

本报讯 （通讯员化红军 逯太
山 郑璐 记者宋广军）
“党员干部是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形 象 代 言 人 ’，要
坚决加大对基层‘一把手’的监督
管理，决不能让其肆意妄为、任性
作为，侵蚀基层政权，腐蚀群众基
础……”
日前，禹州市纪委与检察、公安
等部门协同联动，在该市褚河镇组
织召开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警示教育
大会，26 个乡镇（办）纪委书记、重点
项目周边乡镇村组干部 220 余人接
受警示教育。会议现场，该市纪委
通报了褚河镇岳庄村原支部书记岳
国军等 3 起违纪典型案件，宣读了党
政纪处分决定；检察、公安部门分别
通报了基层党员干部违法案例，宣
读了对违法人员采取强制措施的决
定，开展了普法学法教育。这是该
市纪委利用处分决定宣布探索实践

脱贫攻坚篇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5 月 16 日，正阳县真阳镇张楼村的贫困户赵婷在县产业集聚区一家纺
织厂车间里工作。正阳县对全县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贫困户，采取定
向培训、定向输出、定向就业等措施，使全县 11673 名贫困家庭成员学到了
一技之长，找到了就业门路，有了稳定的收入。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03

责任编辑 王侠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屈伸

校对 刘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