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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每季度对脱贫攻坚工作综合评价好

的县区奖励扶贫资金50万元，对综合评价

差的县区处罚50万元。”5月9日，在漯河

市召开的脱贫攻坚第七次推进会上，市脱

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出台了一项奖惩并

举的措施，激励各县区勇争一流，提高脱贫

工作质量。

其实，每次全省脱贫攻坚推进会后，漯

河市都会结合地域实际出台新的攻坚措

施，而此次省推进会后，该市更是对脱贫攻

坚的各项工作进行密集部署。

5月3日，漯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就连夜组织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学习研究

会议精神，并拟定全市脱贫攻坚第七次推

进会议有关议程。

5月5日、6日，漯河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组织市级领导干部传达全省第六次会

议精神，并根据全省通报的有关问题集中

把脉，理出整改思路。

5月7日，市委书记蒿慧杰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同志赶赴刚刚脱贫的省级贫困县舞

阳县，进村入户宣传全省会议精神，指导相

关工作。

5月8日、9日，市委书记蒿慧杰组织

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市长刘尚进组织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全市脱贫攻

坚三年行动方案，并决定把5月份定为集

中整改月。

从漯河市几乎不隔天的一连串行动中

不难看出，要在第一时间把省委、市委的决

策部署、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干好

工作的动力压力传递到每一名基层干部。

突出重点合力攻坚
确保年底60%以上的村有集体收入

记者了解到，漯河市把5月份作为“脱

贫攻坚问题整改月”后，随即印发了《漯河

市脱贫攻坚集中整改行动方案》，针对

2017年度省、市脱贫工作成效考核指出的

问题以及2018年第一季度省、市脱贫工作

督查巡查发现的问题，要求各县区、各部门

举一反三、全面排查，集中精力全面整改，

确保6月上旬全部整改到位，以问题整改

促工作提升。

与此同时，漯河市紧盯脱贫一线的重

点工作，集中力量，逐个突破。对非贫困村

开展拉网排查、注重查漏补缺，在条件和政

策允许的情况下，帮助非贫困村均衡发展，

严防非贫困村演变成新的“贫困村”。针对

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问题，着力选优配

强村“两委”班子，确保选好脱贫攻坚“领头

羊”队伍，并充分利用村庄现有条件，通过

盘活资源、村庄治理、市场经营、龙头带动、

资本运作等方式，全面推进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切实增强扶贫带贫能力。

按照全市的既定目标，重点培育发展

村集体投资成本低、带动能力强、增收效果

好的中小项目，增强“造血”能力，确保

2018 年底全市 60%以上的村有集体收

入。同时，结合县区各乡镇的发展实际，主

动谋划产业扶贫项目，加大产业扶贫资金

投入，增强产业带贫能力，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加强产业扶贫风险防范，确保在2018

年，全市每个乡镇都建成扶贫产业基地和

扶贫车间各5个以上。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积极探索由政府

主导、贫困群众参与的医疗保险扶贫新模

式，针对因病因残及无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建立医疗、康复和生活保障机制，实行大病

重点救治、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慢性病管

理，以及构建多重报销机制，进一步减轻贫

困群众看病负担。

转变作风真抓实干
集中培训扶贫战线干部超万人次

今年以来，漯河市通过深入开展作

风建设年活动，清除作风问题形成根源，

压缩作风问题滋生空间，形成对作风问

题的强大震慑，着力构建扶贫领域作风

建设的长效机制，以作风建设的成果促

进脱贫攻坚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在

此过程中，漯河市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坚

持“一线工作法”，深入分包乡镇基层走

访调研，做到发现问题在一线，解决困难

在一线。

不仅如此，漯河市还围绕扶贫质量提

升、扶贫干部素质提升、扶贫资金使用和

监管、扶贫政策落实等内容，对市县乡三

级扶贫干部全面轮训，着力提高解决问

题、推动工作的能力，着力培育一批懂扶

贫、会帮扶、作风硬的扶贫干部队伍。根

据培训计划，市级层面今年计划开展10

轮集中教育培训，覆盖全市扶贫战线干部

1万多人次，并严格落实考核奖惩制度，

加强督促检查，持续跟踪问效，科学运用

绩效考核办法，以强考核倒逼抓落实，以

抓落实确保见成效。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我们坚持

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在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扶贫资金

使用和管理、扶贫项目建设、驻村帮扶等

各项工作上进一步提高质量。”漯河市扶

贫办主任罗静表示，今年将不断巩固脱贫

成果，更加有效对接脱贫需求，组织行业

部门扶贫干部逐户走访统计，逐户推动政

策落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使

各项行业扶贫政策得到全面落实，坚决打

好脱贫攻坚战。

转作风 抓整改 求实效 促提升

漯河“凝聚合力”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柏宣杨刘亚

今年3月，唐河县桐河乡邱庄村贫困户刘成连因

脑梗塞住院，住院期间，高额的医药费用让原本经济拮

据的他困扰不已。近日，但看到医院给出的医药收费

单据时，刘成连的亲属却如释重负。

刘成连的医药收费单据上显示：刘成连于3月21

日至5月3日住院治疗共花费75642.08元，城乡居民

医保报销54028.1元，大病保险报销279.91元，大病补

充保险报销5323.76元，贫困救助报销3302.02元，民

政救助报销1978元，健康扶贫保险报销7390.35元，

经过这六次医疗救助报销，他个人仅仅支付了

3339.94元，报销比例高达95%。

“县里对我们这些困难群众格外关心，不但给我们

六次报销，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让我们

这些家境贫穷的人能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刘成连心

怀感激地说。

刘成连只是享受“六次报销+一站式结算”政策庞

大贫困群体中的一员，这一政策来源于唐河县在脱贫

攻坚工作中所面临的县情实际。作为非贫困县的唐

河，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317户32758人，其中因病致

贫返贫对象20460人，占比达63%，为致贫的主要原

因之一。贫困群众在看病过程中，经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医保救助工程、民政

救助制度补助等五次报销之后，个人自付比例仍占医

疗支出总费用的10%以上。面对高额的费用，“大病

拖、小病抗”成为患病贫困群众的真实写照。

为了不让“病根”变“穷根”，进一步发挥医疗保

险对困难群众保障功能，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唐河县在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

大病补充保险、医保救助工程、民政救助制度等五次

医疗报销的基础上，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

医疗保障扶贫保险，创新推行“六次报销+一站式结

算”，筑起了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民生防线，让

患病贫困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下转第二版

5月5日，天空飘洒着毛毛细雨，在挂

满贫困人口帮扶板面的平舆县凯丰种植

专业合作社的办公室内，荣获“全国农业

劳动模范”的平舆县郭楼镇陈集村农民陈

小立给记者讲述起他的苦辣酸甜。

把人生第一桶金投向种植业

1997年，高考失利的陈小立在亲戚

朋友的帮助下，筹来7万多元，购回15头

母猪建起养殖场。第二年，养殖场发展到

年出栏300多头生猪的规模，年纯收入6

万多元。

在搞好养殖的基础上，陈小立还做起

了饲料和粮食收购生意。由于陈小力做

生意讲诚信，从来不在磅秤上动手脚，十

里八村的群众都愿意和他做交易，短短5

年时间，陈小立手头就积累资金70多万

元。

2003年，陈小立又投资60万元引进

肉牛80头，如今他的养牛场年出栏肉牛

近200头，年纯收入近30万元。

近年来，随着农村打工潮的出现，陈

小立发现不少农民由于出外打工导致家

中的土地无力耕种。“说啥也不能让土地

撂荒。”陈小立说，“2012年12月，我趁着

国家倡导土地流转，鼓励创办家庭农场的

有利时机，注册了平舆县凯丰种植专业合

作社。”

2013年，陈小立以每亩地租金1000

元的价格流转了2000亩土地。“由于当年

玉米价格严重下滑，这2000亩地一下子

赔了100多万元，把我辛苦打拼多年的积

蓄赔了个精光。”陈小立说。

眼看多年辛苦挣来的钱打了水漂，亲

戚朋友都劝陈小立把流转的土地退给农

民，还安心搞他的养殖和粮食收购，不服

输的陈小立死活不答应，他又从银行贷来

90万元，继续投入农业生产。

“我在总结失败原因的基础上，响应

县里调整种植业结构的号召，秋季我种植

了1800亩白芝麻，当年一算账，加上麦

季，一年下来赚了七八十万元。”陈小立

说。

从此，尝到种植白芝麻甜头的陈小立

一发不可收拾，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2017年，他光白芝麻就种了8000亩。

“我们平舆素来就有种植白芝麻的

传统，再加上政府的鼓励政策和平舆县

芝麻产业的发展，芝麻一直是供不应求，

今年我已经和陈集、戚坡两个村的群众

说好啦，秋季再流转土地1.5万亩，全部

种上白芝麻。”对芝麻种植，陈小立满怀

信心。

▶下转第二版

5月18日，洛阳

市高新区丰李镇东

坡村种植专业合作

社工人在给药植盆

景浇水。丰李镇采

取“党建+产业协会”

的模式，在专家指导

下培育出药植盆景，

带动贫困户就业增

收。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袁海波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万
超）5月17日，我省洛阳市、郑州市、三

门峡市、济源市、平顶山市，陕西省渭南

市、宝鸡市、咸阳市，山西省运城市、晋

城市、临汾市，甘肃省平凉市、庆阳市、

定西市等沿黄河丘陵地区14家种子管

理站签订沿黄旱地冬小麦产业发展合

作约定，搭建种业科技合作平台，建立

种业信息互通机制，加快沿黄促进种业

成果转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现代农业对种子提出更高要求，

当下迫切需要打破现行的条块分割、分

散管理的育种科研体系。”洛阳市种子

站站长金松灿说，沿黄14市签订旱地

冬小麦的合作约定，以旱地冬小麦合作

为基础，加强包括高粱、谷子、红薯、花

生等多种作物的品种合作，将通过召开

工作交流会、走访学习、专题研讨、种业

论文交流等多种形式，建立种业信息互

通机制，推进各省市种业的相互学习、

相互借鉴、协同发展，加快沿黄促进种

业成果转化，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攻坚。

省农业厅小麦生产指导组专家、河

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说：“沿黄14市

基本是农业大市，大部分土地处于干旱

半干旱地区，冬小麦是主要的农作物。

种业合作组织的成立将对提高干旱半

干旱地区粮食生产和农业生态管理能

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培
珠）5月17日，位于叶县邮政局院内的小

二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内，两名客服人员

正在抓紧回复淘宝买家关于黑布林的提

问。

“销售量最大的时候，每3秒钟就有

一个买家下单。”该公司负责人苟志恒介

绍，他的淘宝店铺“咱家有个大果园”每天

的访问量都在万人以上，最高时单日6万

多访问量，成交付款2600多人，累计预售

黑布林2.8万多单，按照电商预售价格每5

斤16.8元计算，预售总重量已达70吨，总

销售额近50万元，居淘宝网同类产品预

售全国第一。

同黑布林一样在淘宝网销售火爆的

还有天猫“稻谷泉旗舰店”的蓝莓。叶县

天享农业公司总经理景奇利用电商出售

柴鸡蛋、羊肉等本地农产品，不仅将本地

农特产推广到了外地，更大大带动了周边

群众脱贫致富。今年4月中旬以来，他采

用电商预售模式在天猫平台预售蓝莓

7000多单，总重量约1万斤，总销售额达

50万元。

截至目前，叶县黑布林、蓝莓这两类

农产品不仅淘宝网同类商品预售均位居

全国第一，访问量最高时还冲进了淘宝网

整个水果行业的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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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陈小立

先富带后富 共奔小康路
□本报记者黄华

沿黄14市“抱团”
发展冬小麦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左力张朝甫

叶县两类农产品淘宝网预售全国第一

洛阳
党建领航
脱贫富民

本报讯 （记者田明）近期降水偏

多，豫北、豫西、豫中等地旱情有所缓解

或解除，对小麦灌浆攻籽以及春播作物

的苗期生长较为有利。5月21日，省农

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雨水偏多地

区，麦田田地偏湿要及时清沟理渠。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近期我省无

明显降水天气过程，豫西南、豫南土壤偏

湿的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降低湿度，促

进作物根系正常呼吸。春播作物应及早

中耕除草，前期降水量较大的地区，注意

破除土壤板结，并及时查苗、补苗、间苗、

定苗。

此外，小麦生育后期是多种病虫害

高发期，根据目前天气条件，应主要对麦

蚜、吸浆虫、锈病等进行防治。

土壤偏湿地区要及时清沟理渠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连日来，受持

续强降水和大风影响，我省部分地区的

麦田出现倒伏现象。对于驻马店、南阳

等地的农民来说，再过几天就要开镰收

割了。那么，广大农机手如何才能科

学、安全地使用小麦收获机，让小麦颗

粒归仓，尽可能地减少粮食损失呢？

省农机推广站站长夏放说，首先，

应将收割机拨禾轮位置向前、向下调

整，使弹齿在最低位置时尽量靠近地

面。在不接触地面的前提下，尽量降低

收割机割台高度，保证留茬高度小于

10cm。其次，降低收割机前进速度，保

证驾驶员对收割机操作的可控性和准

确性。小麦倒伏特别严重时，应按倒伏

方向逆向作业。如果麦地含水率较高，

在影响轮式收割机通过性的情况下，可

选用履带式收割机进行抢收。

如何收获倒伏小麦？
听农机专家为您支招

◆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

◆园林景观绿化工程设计与施工

◆园林景观绿化技术管理咨询

◆花卉苗木种植与经营

地址：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报业大厦1502室

电话：0371-65795728

承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