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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许牧原公司经理吴捷

不惧湖水冷 勇救落水女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晓辉
黄彭）“把自己查办的案件亮出来，让

大家‘说三道四’，评出了一身汗，压力

挺大的，还真不太习惯。但这样做更

有利于发现和解决本职工作中存在的

缺点和问题，对提高案件查办质效大

有帮助。”3月26日，在自己主办的案

件接受评审后，上蔡县纪检监察干部

张建山说出心里的感受。

今年以来，上蔡县成立案件评审领

导小组，按照初审、会议评审、整改三个

步骤对案件质量进行评审。评审严格依

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

恰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二十四字方

针进行，依据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评价

和打分，汇总后由评审办提出初审意见，

提交领导小组决定，召开评审会议，发现

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针对存在的问题，坚持边查边改、

边改边建的原则，提升办案能力和办案

质量；坚持实体程序并重，强化审核把

关，依法依纪文明规范办案；坚持提高工

作标准，树立精品意识，严把质量关口，

精雕细琢，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察委主任李超说。

3月 20日 13点 40分，通许县城公

园，平静被一阵呼救声打破。

在公园附近的90后“猪倌”吴捷循着

求救声，奔向湖水中发出求救声的人。

吴捷来不及脱掉外套和鞋子，纵身跳

入湖中。湖水刺骨般寒冷，他一会儿扎进

水下搜寻目标，一会儿探出水面换气，在

接近湖心的位置，他找到了落水女子。

落水者已没有意识，没有一点配合，

吴捷拖着落水者艰难地向岸边游。

这时，吴捷感到脚下有块大石头，他

借助这块石头，猛地一用力，把落水者顶

出水面，尽力拖到岸上。

岸边的群众帮着报警、叫救护车。吴

捷把自己的衣服给落水女子盖上，并马上

展开施救。看到女子被送上救护车后，吴

捷匆匆离开了现场。

这位90后年轻人在冰冷湖水中展开

的生死营救，被岸边很多群众拍下并传播到

朋友圈当中，众多网民开始在朋友圈寻找这

位见义勇为的年轻人。有网民认出，这名年

轻人是养猪企业通许牧原公司经理吴捷。

事后，记者采访吴捷。“出于一种本能

反应吧。”吴捷说，他父母是原洛阳轴承厂

职工，家庭教育奠定了他的价值观就是助

人为乐。

吴捷12岁前，他们一家人住在仅14

平方米的单位公寓楼，两家邻居常因厨

房、厕所等公共空间的使用问题拌嘴，而

他父母总是作为两家的调停人，从来没有

与别人红过脸。

吴捷的高中和大学是在姑姑的资助

下完成学业的，他姑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也经常帮助他人，吴捷一直希望成为姑姑

那样心地善良的人。

吴捷说，他在成长经历中形成的思维

观念与牧原公司的文化理念非常契合，当

2011年公司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招聘

时，就被牧原公司录用。

牧原集团的核心价值观是“创造价

值、服务社会、内方外正、推动社会进

步”。在通许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职

上，他不忘公司核心价值观，安排本地化

就业超600人，年工资收益超200万元；

投资440余万元免费铺设支农管网1万

余亩，帮助农户发展种养结合的生态农

业；资助贫困大学生43万元；捐赠288万

元为各养殖项目所在村修建道路、文化广

场、乡村基础设施等惠民工程；捐赠20辆

电动三轮清运车，金额38万余元；出资40

余万元，解决了项目所在村群众的蒜薹滞

销难题。

“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成就人生，

并帮助别人成就人生。”吴捷说。

3月29日，正阳农商银行董事长刘文广（右）到他的穷“亲戚”陡沟镇隗湾村贫困户隗存友家串门。刘文广经常到这个“亲戚”家，
为他脱贫出谋划策。通讯员刘辉李书令本报记者黄华摄

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

我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促进全省各级

各部门进一步履职尽责，更好地宣传脱

贫攻坚政策，畅通贫困群众利益诉求渠

道，现将全省扶贫系统咨询监督服务电

话、电子邮箱、官方微信公众号、信访手

机号等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

一、可通过咨询监督服务电话进行

政策咨询、工作监督、问题举报，电话接

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

午2:30～5:30。

二、非工作时间请发送电子邮件或

信访手机短信。

三、政策了解和咨询可以关注各地

扶贫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

附: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8年4月3日

□通讯员王洪涛未兴武本报记者 董伦峰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
艳红 党晓峰）近日，禹州市浅井镇筹

措资金33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

式，结合各行政村综合考评得分，隆

重表彰2017年度经济发展工作中涌

现出的28个先进单位和10名先进工

作者，其中该镇马沟村党支部在综合

考核中名列四项第一，共获得奖补资

金5万元。

去年以来，浅井镇强力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一线延伸，认真学习党的

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完善“双述

双评”、综合评定等以实绩论英雄的

用人机制，先后完善了机关考勤、考

核奖励、业绩评定等11种管理制度，

通过细化党建、平安建设、脱贫攻坚

等8项重点任务，量化考核指标，定

期组织考评，充分调动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切实增强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镇纪委牢牢把

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先后开展

廉政大约谈3次，廉政提醒6次，查

处违纪案件 3 起，处理党员干部 6

人，干部作风明显转变，有效促进了

各项工作的落实。

“我们大张旗鼓地表彰功臣，就

是要在全镇树立‘实干兴邦、苦干争

先’的新风正气，推动浅井经济再上

新台阶！”该镇党委书记崔国战说。

禹州市浅井镇

33万元重奖经济发展功臣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张
雪洁）“没想到咱邓州也有这么漂亮

的地方！”4月2日，在该市邓西湖游

玩的市民李先生说。

邓西湖投资3.34亿元，占地1600

余亩。投资8900万元、占地348亩的

明珠湖公园项目也已成功蓄水。邓

州市利用现有水体着力涵养生态，水

城建设进入新阶段。

为紧抓生态水城建设，该市主要

领导深入水系沿线，沿水流走势多次

考察，并和相关专家反复论证，为推

进水系连通工程建设提供有力支

撑。住建、规划、水利、国土等部门各

司其职，形成合力，组成专班，超前谋

划，扎实推进生态水城建设。目前，

该市邓西湖、明珠湖、璞玉湖、湍河、

礓石河、楚河、小草河、运粮河等水系

连通工程正稳步推进，“三湖五河”工

程建成后，可逐步实现城区水系互连

互通、人水和谐。

该市还大力实施古城墙古城河

修复、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程，努力

打造具有独特自然风貌、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水绿相映成趣的生态宜居城

市。

邓州市

建“三湖五河”生态水城

本报讯（通讯员罗孝民记者黄红
立）近日，河南东起机械有限公司洛阳

锐能新能源项目，从业主咨询立项，到

备案手续到手，嵩县发改委做到了“一

站式”服务。今年，嵩县实施重点项目

80个，总投资450.9亿元，涵盖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治理、脱贫攻坚等方面。

这些项目都在相关部门通力配合下迅

速落地。

嵩县坚持以作风攻坚促项目攻

坚，认真落实重点项目“一对一”服务

分包的责任机制，充分运用联审联批

机制，提高重点项目前期工作效率，完

善新开工项目各项手续办理，让重点

项目合法、合规。同时，强化服务意

识，指导在前、服务在前，通过投资项

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行网上受理、

办理、监管“一条龙”服务，对符合条件

的项目快审快批，特殊项目特审特

批。对在工作中不作为、乱作为，推诿

扯皮，影响项目进展的单位和个人要

启动问责机制。

嵩县

完善机制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俊
杰）“种植牡丹也适应形势发展，也好管

理。”3月30日，武陟县圪垱店乡程伊村

村委大院，刚参加完油用牡丹培训班的

贫困户高火旦说。近日，武陟县残联为

120多户贫困残疾人办了个油用牡丹

种植管理培训班。

据了解，为助力脱贫攻坚，该县残

联大力发展产业扶贫，在全县推广了

油用牡丹种植技术，为建档立卡贫困

残疾户和一般残疾户免费提供种苗、

化肥、农药和补助，并与厂家签订回

收合同，帮助残疾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致富。

“油用牡丹这个产业，是我们作为

残联扶贫的项目，为此县残联也出台了

一些补贴政策。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残

疾户，每户可以种上三亩，补贴是一亩

地补贴1000块钱，从苗木的供应到技

术管理，产品的回收，都跟山西路安国

有企业签订了合同，解除了农户的后顾

之忧。力争让牡丹花变成致富花，开在

武陟这片希望的大地上。”该县残联副

理事长王小利说。

本报讯 （记者田明）“俺家乡的路

过去是平时一层土、雨天两脚泥，可这

次回去，看到家家住上新楼房、走上水

泥路，休闲有广场，学习有书屋……”3

月28日，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王俐在

谈及参与乡村行活动时兴奋不已。寒

假期间，河南农业大学开展了“2018年

寒假农大学子乡村行活动”，采取十九

大精神学习宣讲和“聚焦乡村振兴”乡

村问卷调查等办法，引导学生走进农

村、了解基层。

牧医工程学院的侯旖璇说：“带着

学校发下来的调查问卷，在老家采访了

一位靠种植玉米和饲养土鸡发家致富

的叔叔，当问到他们关心的农业问题

时，叔叔说，现在政策好，网上销售渠道

多，他家每年产的玉米、土鸡都不愁

卖。”“我们学校学生多来自农村，大家

普遍觉得‘自己的乡村需要我们自己来

振兴’，不少自主创业的学生也把眼光

转投向了广大农村，准备将专业所学和

农村更紧密的结合，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谈及未来，侯旖璇自信

满满。

河南农大本次乡村问卷调查共发

放调查问卷2.5万余份，收回1.8万份，

覆盖河南、山东、湖北、江西等多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1万多个行政村，为乡

村振兴研究与实施提供了翔实的调研

资料。

河南农业大学学子

到万余村庄调研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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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感动身边的感动
上蔡县纪委监察委

三步骤评审案件

转变职能服好务转变职能服好务

武陟县残联 助贫困残疾人靠产业脱贫

正阳 行长“走亲戚”

单位
省扶贫办

郑州市 扶贫办

开封市 扶贫办

洛阳市 扶贫办

平顶山市扶贫办

安阳市 扶贫办

鹤壁市 扶贫办

新乡市 扶贫办

焦作市 扶贫办

濮阳市 扶贫办

许昌市 扶贫办

漯河市 扶贫办

三门峡市扶贫办

南阳市 扶贫办

商丘市 扶贫办

信阳市 扶贫办

周口市 扶贫办

驻马店市扶贫办

济源市 扶贫办

巩义市 扶贫办

兰考县 扶贫办

汝州市 扶贫办

滑县 扶贫办

长垣县 扶贫办

邓州市 扶贫办

永城市 扶贫办

固始县 扶贫办

鹿邑县 扶贫办

新蔡县 扶贫办

咨询监督电话
0371-65919535

0371-67185453

0371-25953508

0379-63935173

0379-65956505

0375-2661631

0372-2163701

0392-3353569

0373-2177361

0391-8382959

0393-4415838

0374-2965201

0395-3121908

0398-2939280

0377-61567225

0370-3639057

0376-6366645

0394-8270226

0396-2610268

0391-6633993

0371-64353549

0371-26998016

0375-6868851

0372-5508712

0373-8101237

0377-62289096

0370—5111513

0376-4667363

0394-7560659

0396-5922462

电子邮箱
Hnfpb12317@163.com

Zzsfpb@163.com

Kfnb504@163.com

lysfpb@126.com

Pdsfupinban@163.com

Aysfpb@126.com

Hbsfpb@126.com

Xxtpjd@126.com

Jzfpjd@126.com

Pysfpb@163.com

Xcstpgj@163.com

Lhsfpkfb@163.com

Smxsfpb@126.com

Nysfpb@163.com

sqsfpb@163.com

Xyfpblu@126.com

Zksfpbggyx@163.com

Zmdsfpxf@126.com

jyfpzhk@126.com

Zzgysfpb@126.com

Kffp002@126.com

Fpb0375@163.com

hxfpbzczx@126.com

chyxfpbxf@163.com

Dz2008fpb@163.com

Sqycsfpb@126.com

Xygsxfpb@126.com

Lyxfpb@126.com

Xcxfpbgs@126.com

官方微信公众号
河南扶贫

郑州脱贫攻坚

开封市脱贫攻坚

洛阳扶贫

平顶山脱贫攻坚

安阳扶贫开发

鹤壁脱贫攻坚

新乡精准扶贫

焦作脱贫攻坚

濮阳扶贫

许昌脱贫攻坚

漯河扶贫

三门峡微扶贫

南阳智慧扶贫

商丘脱贫攻坚

河南省信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周口脱贫攻坚

驻马店扶贫

济源扶贫

巩义扶贫

兰考精准扶贫

汝州扶贫

滑县扶贫办

长垣县脱贫攻坚

邓州脱贫攻坚

永城扶贫

固始扶贫

鹿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新蔡脱贫攻坚

信访手机号
17737793060

18790290608

13103785600

18637995233

15716535027

18537289160

15517891651

18236191017

15939161859

13939383198

18623807919

15939526039

13849809291

15637797029

17537045909

13213890270

18638089730

15639651017

13623876016

13949042517

13700787108

13461267111

13503461397

18567558600

13838987808

15237056158

13507610212

18603876675

15103899029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4月3日下午，

“谁是球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赛半

决赛（三门峡赛区）、2018三门峡黄河国

际马拉松赛、2018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

河三项体育赛事新闻发布会在三门峡市

文博城会议中心举行。

在此次发布会上记者获悉，CCTV-5

“谁是球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赛半决

赛三门峡赛区，将于5月2日至7日进行半

决赛录制。比赛分为小学组、初中女子

组、初中男子组三个组别。比赛分预赛和

决赛两个阶段进行，预赛于5月2日至6

日在三门峡市文博城足球场进行、决赛于

5月7日在三门峡市文博城会展中心进

行。2018三门峡黄河国际马拉松赛，将

于5月1日7：30在三门峡市文博城鸣枪

开赛。竞赛项目分为马拉松、半程马拉

松、迷你跑三类。2018中国·三门峡横渡

母亲河活动，将于5月28日在三门峡市天

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举行。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赵铭源
马红娜）“莲花山屏，汝水潺淙；国逢盛世，

人享太平……”4月3日上午，在一篇《祭

三苏文》的朗读声中，郏县2018（戊戌）年

清明公祭三苏活动在该县三苏园景区广

场拉开帷幕。苏氏宗亲代表及郏县社会

各界人士2000多人参加了公祭活动。

“一门三学士”，苏洵、苏轼、苏辙父

子丰富的人生经历、深邃的哲学思想、

卓越的政治实践、辉煌的文学艺术成

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文

化体系——三苏文化。三苏“本于人情，

多元并存，经世致用”的文化观，对当代

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据介绍，近几年来，每年清明节前

夕，郏县都要在三苏魂归之地举行清明

公祭“三苏”活动，旨在通过缅怀追忆三

苏，弘扬三苏为民情怀，光大三苏人文精

神，传承三苏优秀文化遗产，提高三苏文

化品牌影响力。

三门峡市将举办
三大体育赛事

郏县举行戊戌年
公祭三苏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晓东黄华通讯员胡
君华）4月4日上午，“中国·西平首届海

棠文化旅游节”将在西平县人民公园开

幕。此次海棠文化旅游节的主题为“海棠

花开·西平走进新时代”。

此次活动为期一个月，其间将陆续

举办万人垂钓大赛、摄影采风、文学采风、

诗词大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书画写

生、花卉盆景展、美食节、商品博览会、合

唱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近年来，西平全力打造花海旅游新

城，按照“以水润城”的理念大力实施治水

蓄水工程，投资近20亿元，全面实施小洪

河、引洪河、南城河“三河”生态治理工

程。 以“水、花、桥、路”为载体，融合“海

绵城市”建设概念，按照“海棠为主、樱花

为辅、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绿化理念，

形成“一环、三带、六区、多节点”景观布

局，打造“两岸绿树成荫，堤岸海棠飘香”

的花海新城优美环境。在流经县城的小

洪河、引洪河沿岸栽植了15万株成型海

棠，形成了绵延11公里的海棠长廊。

西平首届海棠文化
旅游节今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