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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亲，11月份‘主题党日签到’以入党誓词第

二句‘拥护党的纲领’为主题，每名e家成员要积极参

与、踊跃发言……”近日，舞阳红色e家上海党支部负

责人连利侠组织e家成员在微信群里开展“主题党日

签到”。紧接着，红色e家北京、浙江、湖北、广东、陕西

等地的31个支部微信群被11月份“主题党日签到”霸

屏了。

像这样在外工作生活的漯河籍党员，聚在一起学

习交流的热闹场景每月都有一次。近年来，漯河市在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创新“三步走”举措，保障流

动党员及时接受学习教育，提升素质素养，不让一名

流动党员掉队。

创新组织方式，让流动党员安“家”

“有了这个群，心里就有着落了。”在深圳务工的

马寅龙加入流动党员微信群后颇为感慨，“群里都是

老乡不说，还能互相学习交流，向党组织汇报。”

据悉，漯河市创新“互联网+教育管理”模式，运用

红色e家网站、QQ、微信等平台将在外的流动党员

“网罗”在一起，让广大流动党员离乡不离党，在网络

空间中强党性修养、促作用发挥、做合格党员。

漯河市结合党员信息采集工作，深入摸排流动党

员信息情况，汇总流动党员的个人基本情况、务工去

向及分布、家庭基本情况等信息，建立全市数据库。

与此同时，各县区按流动党员工作地或户籍所在地建

立流动党支部微信群和QQ群，实现线上覆盖。

“行百里者半九十，建群容易，起决定因素的是

管理的好坏。”漯河市委组织部负责党员队伍建设工

作的代继英介绍说，以县区乡镇为主建立网络党组

织，对网络党组织实行三级联动管理，即每个群明确

一名责任心较强的流动党员作为管理员，以基层党

委为单位，明确一名党务工作者作为网络党组织的

群指导员，各县区指定一定数量人员作为网络党组

织的群监督员，“三员联动”让网络党组织真正动起

来、有实效。

丰富组织生活，让流动党员乐“学”

“党的十九大刚闭幕，我们就往群里发送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相关材料和视频，这是我们找

的最新的视频，是动漫的形式，党员爱看。”临颍县陈

庄乡党建群指导员拿着手机边演示边向记者介绍，

“内容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是符合政治要求的，也是党

员爱看的。”

目前，临颍县367个村全部建立“临颍微家”智慧

党建群，经常在群内发布“两学一做”学习要求和内

容、党建信息、工作动态，组织外出流动党员通过微信

群实时参与组织生活进行互动。

“刚加入群里的时候觉悟没有那么高，只是在主

题党日的时候看一下，后来因为采购原材料，连跑了

十几家企业也没要来订单，碰巧流动党支部举行流动

党员茶话会，有一名党员为我提供了信息，一下就把

问题给解决了。现在只要是支部内的党员有什么需

要帮助的，需要搞什么活动我都第一时间参加。”在苏

州工作生活的魏炎接受采访时高兴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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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封市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高一格、快一步、深

一层推进脱贫攻坚战略行动。今年以来，

开封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和中央、省委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自觉提高

政治站位，突出问题导向，聚焦贫困人口

“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目标，创新脱贫举

措，狠抓工作落实，全市贫困户识别、项目

安排、措施到户和扶贫资金使用等方面更

加精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全市计划完成3万名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截至11月20日，全市投

入各类扶贫资金74527万元，实施各类扶

贫项目 1041 个，全市贫困户有 8621 户

29713人达到脱贫标准。2017年拟脱贫贫

困人口帮扶措施实现全覆盖，其中转移就

业7286人、产业扶持13930人、政策保障

9013人、社会救助7881人。

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脱贫基础

今年以来，杞县傅集镇李店村积极主

动对接帮扶单位，充分发挥贫困村和贫困

户的主体作用，狠抓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和产业扶贫项目建设。扶贫项目建设的深

入推进，极大地改善了该村的生产生活条

件，增强了自我发展能力，激发了贫困群众

自立自强、干事创业的信心，形成了脱贫致

富的合力。贫困户李天明说：“村口的桥修

好了，去哪里都方便了；过去不能浇水的地

块现在也打上井了；电网也改造了，天一黑

俺家的灯泡都明晃晃的；俺家还通自来水

了，喝着可真甜。”

开封市脱贫攻坚整村推进项目涉及47

个乡镇、75个贫困村，需实施项目157个，

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94个、整合资

金 项 目 63 个 。 投 入 各 类 扶 贫 资 金

10268.244 万 元 ，其 中 财 政 扶 贫 资 金

7329.122万元、部门资金2449.622万元、

社会资金及自筹资金489.5万元。截至目

前，全市竣工项目156个。到户增收项目

覆盖行政村548个（其中贫困村147个），覆

盖贫困户9270户31931人，实施项目140

个，投入财政扶贫资金3149.9万元。截至

目前，全市竣工项目86个。

产业扶贫让脱贫驶入快车道

11月16日，在尉氏县岗李乡袁庄村宽

敞明亮的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

碌着，一摞摞纸箱纸盒成品整齐地摆放在

托盘上……这是该村产业扶贫基地——河

南梦之翼纸箱纸盒厂的一个生产画面。

该乡精心规划，大力实施产业脱贫，率

先在全乡建成了“一厂一基地”产业扶贫项

目，即预脱贫村袁庄村产业扶贫项目河南

梦之翼纸箱纸盒厂和独楼马村耕耘农业食

用菌生产基地，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吸

纳袁庄村及周边村庄贫困人员就业60余

人。此外，实行贫困工人保底工资制度，为

贫困户持续增收提供了稳定来源。

开封市探索推广“三入股一就业”产业

扶贫模式，积极引导有耕地、无劳动能力或

劳动能力不足、无法转移就业的贫困户，利

用自有土地入股、到户资金入股、小额信贷

资金入股等模式参与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发

展产业，项目收益按比例分成，全市“三入

股一就业”模式带动贫困户6458户16048

人。将有劳动能力、无法转移就业的贫困

户安排到扶贫企业就近就地就业。每个贫

困村建设一个扶贫车间（基地），培育特色

鲜明的扶贫产业，让贫困群众有股可入、有

事可做、有利可获，实现产业扶贫全覆盖，

确保贫困户都有一份稳定收入。目前，已

建成扶贫车间84个、扶贫基地185个，涉及

贫困村208个，带动贫困户3606户9016

人。

金融扶贫为脱贫插上翅膀

11月6日上午，在通许县冯庄乡金融

扶贫服务站，前来办理贷款申请手续的贫

困农户李刚强夫妇，在服务站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认真填写申贷材料。在服务站里，

还有不少贫困农户忙着填写贷款申请材

料。李刚强告诉记者，他打算从当地农商

行申请3万元信用贷款发展养殖业。在这

之前，李刚强夫妇已被采集了信用信息，此

次贷款不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担保了。

开封市积极学习兰考县、卢氏县金融

扶贫经验，结合开封实际，大力开展金融扶

贫。出台金融扶贫实施办法，提出“政府+

保险公司+担保公司+银行”四位一体金融

扶贫办法，投入财政扶贫资金5000万元作

为风险补偿金，撬动金融资金5亿元，解决

带贫企业和自主创业贫困户贷款难题。推

广贫困户贷款助力脱贫、“能人大户”带动

等金融扶贫“十大模式”，实施“百企带动、

千户示范、万户受益”的金融扶贫“百千万”

工程，建立金融服务、信用评价等“五大体

系”，充分发挥金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撬

动、引领、支撑作用，助力贫困户实现稳定

脱贫。截至目前，全市共发放金融信贷

28550万元，扶持贫困户5905户14762人

受益。

精准脱贫亮点凸显

开封市在脱贫攻坚战略行动中，一步

步提高工作标准，选择操作性强的项目，创

新方式方法，打造扶贫特色和亮点。

实行“周例会”制度。开封市建立了脱

贫攻坚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工作周例会制

度。目前，市级周例会召开11次，解决了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筹集困难、金融扶贫小额

信贷统计监测口径不统一、金融扶贫贷款

额度少、户贷率低等21个问题。

成立政策落地“一米团”。各县区从

与贫困群众联系最紧密、关系最直接的业

务单位挑选业务骨干组成政策宣讲团，每

月将大病救助、教育资助、扶贫贷款等扶

贫政策轮流对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

非贫困村进行宣讲，现场解难题、答疑惑，

提高了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推动各

项扶贫政策落地生根。截至目前，共发放

《扶贫政策明白手册》、各类政策宣传资料

81354份，为10015名贫困学生发放教育

补贴，危房改造544户，为1442户贫困户

发放扶贫贷款3696万元，为135人统筹购

买了大病补充保险及第四次报销保险，免

费体检17004人次，办理残疾证607人，办

理低保贫困户、五保户820户，就业转移

272人。

组织开展“夜谈会”。为确保贫困人口

识别公正、公平，解决贫困村人居环境脏、

乱、差和因风俗习惯导致贫困等问题，所有

贫困村和贫困人口较多的非贫困村每月至

少召开一次“夜谈会”，利用晚间群众劳作

之余，就精准识别、人居环境整治等问题进

行商议，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助推美丽家

园新农村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夜谈会”

已召开4000多场，参加7万多人。

推行贫困人口健康脱贫再保险。为解

决因病致贫、因残致贫问题，完善医疗保障

体系，制订出台实施方案，市级建立贫困人

口医疗保障“资金池”3000万元，对贫困人

口进行医疗救助。全面推行贫困人口健康

脱贫再保险，按人均60元/年的标准筹备

资金，市、县两级分别按40%、60%的比例

分担，实现贫困人口健康保险全覆盖，17.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基本医疗保险、大

病保险和大病补充保险报销的基础上，剩

余合规住院医疗费用再进行第四次报销，

进一步减轻了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截至

目前已报销198人次69万元。

12月1日，温县武德镇花园头村农民在收获地黄。目前，该镇种植的怀山药、怀地黄、怀菊花等近万亩“四大怀药”喜获丰收，农民

们在田野里忙碌着，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十，按照农村风

俗，这一天是个搬家的好日子。这天一大

早，禹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的李俊丽就接到了

磨街乡关庙村贫困户孙军的电话：“妹子，今

儿个下村，可一定要来俺家里‘燎燎锅底’，

给俺这新家再多带来点福气！”

今年48岁的孙军是禹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帮扶干部李俊丽分包的3户贫困户之一。

1993年，孙军在砖厂打工时发生意外，失去

了左腿，丧失了劳动能力，后来妻子也和他

离了婚，家中新建的3间平房判给了妻子，孙

军自己连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

后来，孙军从亲戚朋友处借钱，在自家

院子里办了个养殖场，希望能靠养猪赚点

钱。“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猪该出栏时，又

遇到生猪市场不景气，几万元赔了进去，还

欠亲戚两万多元。

受打击的孙军灰心丧气，弟弟劝他到自

己家里居住，他却死活不去，甘愿寄居在废

弃的猪圈棚里混日子。弟弟一气之下抡起

大锤把猪圈棚砸了，才迫使孙军暂时来到弟

弟家安顿下来。

看着弟弟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想想外

出打工多年杳无音信的儿子，再想想自己目

前的状况，孙军觉得与其这样拖累别人还不

如一死了之，以至于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了解到孙军的情况后，李俊丽专门找到

他进行开导，并针对他“想有个家”的强烈愿

望，积极与各级部门沟通协调，帮助孙军成

功申请了危房改造项目。在此基础上，李俊

丽又和关庙村委会一起张罗着为孙军选址、

规划、打地基，并共同担保，找到当地一家工

程队，着手为孙军建新房。

8月下旬，孙军的危房改造建设项目正

式动工了，为早日圆了孙军的住房梦，李俊

丽四处帮孙军筹集原材料，还用自己的工

资为孙军购买了水泥、石子。没过多久，一

间属于孙军的建筑面积38.8平方米的平房

建成了，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孙军特意选了

个好日子喜迁新居，实现了“想有个家”的

心愿。

更让孙军感到高兴的是，就在这两天，

上级拨付的两万元危房改造补贴资金已按

时到账，李俊丽为他申请的假肢再接项目也

有了眉目，市政务服务中心还专门为他准备

了过冬的被褥……这些都像寒冬里的一股

股暖流，让孙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他逢人就说：“有了党的扶贫好政策，有

了俊丽这样的好干部，才让俺有了‘家’，俺

这贫困户摘掉穷帽的日子也不远了。”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王丰林）

12月4日，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今年我

省组织实施的0到14岁困难家庭听障儿

童人工耳蜗救助工程正加快推进，目前已

免费为困难家庭听障儿童配发人工耳蜗

1090套，已累计完成手术复筛772名，其

中已实施手术586名、入院待手术186

名。

困难家庭听障儿童人工耳蜗救助工

程实行“人工耳蜗全覆盖，项目申请零拒

绝”，全省困难家庭听障儿童的家长或监

护人均可到户口所在地残联自愿提出申

请，以获得免费手术和康复救助。每名符

合条件的听障儿童资助标准包括：由中国

残联统一招标的免费人工耳蜗产品一套；

由省级财政按每人1.2万元标准，给予手

术及调机费补助；由省级财政按每人1.4

万元标准，对术后一学年（10个月）的康复

训练给予补助。

据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省残

联牵头组织实施了困难家庭听障儿童人

工耳蜗救助工程，对目前全省存量和每年

增量困难家庭0到14岁、具有手术适应证

的听障儿童全部进行免费救助。目前，国

家和省级财政专项救助资金都已拨付到

位，郑大一附院、省人民医院和郑州儿童

医院3家定点手术医院，也均对该项救助

工程开辟了绿色通道。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开封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刘文书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孙步荣马腾飞

党的好政策让俺住上新房禹州贫困户孙军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贾云涛张延伟

我省为困难听障儿童
免费配发人工耳蜗

温县地黄丰收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

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村民

对村务进行民主监督的机构，对从源头

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

用。村务监督委员会要紧密结合村情实

际，重点加强对村务决策和公开情况、村

级财产管理情况、村工程项目建设情况、

惠农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情况以及其他监督事项的监督。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健全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