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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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县

9000万元扶持种植结构调整

虞城县

稍岗特色小镇项目启动

从“调研并重”到“研以致用”
——鄢陵县“苦干实干、创新攀高”主题调研纪实

濮阳县

“百场千村”文化活动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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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 刘红宇）5月25日，濮阳县渠村乡公

西集村文化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濮阳县2018“百场千村”文化活动启动

仪式在这里举行。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贫困村为重点，

依托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广场、基

层文化服务中心等宣传文化阵地，组织

县、乡、村文艺宣传队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文艺演出。按照活动要求，县里要组

织开展文化进基层巡演100场次，各乡

镇文艺宣传队巡演要做到行政村全覆

盖，以文艺演出的方式宣传党的最新理

论，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
杰 乔培珠) 5月26日，在叶县廉村镇谷

西村种植产业扶贫基地里，村民们趁着

晴好天气将辣椒苗从育苗棚移栽到大

田里。目前，廉村镇3000亩辣椒陆续

进入大田移栽阶段，预计每亩收益6000

元以上。而在常村镇，农民利用山区薄

地种植艾草，每亩地纯利超过2000元；

保安镇与鲁花集团签订收购合同，大力

发展“三高”（高油酸、高产量、高含油量）

花生，每亩收益较普通花生增加1500元

以上。

近年来，该县把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加快扶持引

导力度，带动群众增收。日前，该县专门

下发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导扶持办

法》，县财政将连续三年每年拿出3000

万元作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引导扶持资

金，重点对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蔬

菜、中草药等的种植进行扶持。达到相

关种植要求后，每亩每年可获得100元

至750元不等的扶持资金。

18万台收割机会战中原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卞瑞峰
王学伟）“2018年实现26个贫困村退出、

6450名贫困人口脱贫，全县贫困发生率

降至1.36%，实现脱贫摘帽！”5月16日，

原阳县召开脱贫攻坚誓师大会暨第十一

次推进会议，原阳县委、县政府作出庄严

承诺，各乡镇（街道）和承担脱贫攻坚任

务的县直部门先后递交《2018年脱贫攻

坚责任书》，全面发起脱贫摘帽总攻令。

“2018年，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

务院递交了33个县脱贫摘帽的军令状，

原阳是河南33个摘帽贫困县之一，事关

全省脱贫攻坚战的整体成效。脱贫攻坚

的总攻战命令已下达，我们要以决战决胜

的姿态，全身心打赢打好这场战役。”原阳

县委书记郭力铭强调。

2017年，原阳县始终把脱贫攻坚工

作作为头等大事、第一民生工程、重大政

治任务，全县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

效。实现22个贫困村退出，1718户6954

名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3.9%降

至2.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1761.6元，同比增长10.2%。脱贫攻坚

工作由2016年全省落后被约谈到2017

年荣获全省、全市扶贫先进单位受表彰。

原阳县立足县情实际，探索出一条具

有原阳特色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子。

先后制定了“1+19”脱贫攻坚政策体系，

出台了《产业扶贫项目实施细则》《扶贫对

象精准识别实现零差错实施办法（试行）》

等配套办法，健全完善了“6211”工作机

制。为今年实现整体脱贫摘帽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18年，原阳县将聚焦脱贫摘帽目

标，突出抓好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政策落

实、基础设施、精准帮扶、宣传发动、干部

驻村帮扶等工作的齐头推进。将紧紧围

绕“整改各类问题、脱贫摘帽标准、脱贫摘

帽程序、夯实基层基础”四大重点工作落

实，努力补齐数据质量不高、脱贫户底子

不清、扶贫政策落地、基础设施建设、破旧

房屋治理短板。

该县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

形式，强化脱贫攻坚政策的宣传报道，深

入开展“志智双扶”活动，让群众参与落实

政策，唱好脱贫攻坚大合唱；开展“百企帮

百村”“五个一”活动，动员和组织工商企

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资金捐赠、项目建

设、提供就业岗位、救助困难群众等多种

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培育产业支撑、促进

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同时，该县还制定了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目标任务、工

作标准、时间节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等

内容，狠抓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和政策落

实，确保攻坚任务圆满完成。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初夏时节，穿行在鄢陵城乡，有一种比盛夏酷

暑更热的热浪,在花乡大地激情荡漾——一场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苦干实干、创新攀高”为主题

的调研活动在这里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里，人们

时时处处为这种热浪所振奋，所鼓舞。

从“调研开局”到“调研开路”

急求发展大计的鄢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一直

在深深思考：鄢陵的发展之路该怎样走？

到基层问计于民，眼睛向下，脚步向下，通过深

入调查研究，通过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找到啃掉“硬骨头”、越过“急险滩”的具体路径。

县委书记尹二军30多次深入陈化店镇的马桥

村、柏梁镇的小王社区、彭店镇的田岗村、马坊镇的

谷楼村，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尤其对群众最盼、最

急、最忧、最怨的问题，更是抓住不放，主动调研。

县长李东岭围绕文化、教育、交通、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平安建设、社会事业等专题，现场办公26

次，还点题随行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深入调查

研究，多掌握一手情况。

在书记、县长的带动下，这种“调研开局”的工

作方法，正影响着鄢陵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大

班子，县委“班长”个人工作的“调研开局”，变成了

整个班子成员的“调研开路”。

经过深入调研，他们提出了坚持康养引领、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坚持“双创”带路、推动创新驱动

发展，坚持项目带动、深化基层能力建设，坚持提质

增效、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四位一体、同频共振的

工作思路。

在调查研究中了解实际，发现问题，把握实情，

认识规律；在调查研究中孕育新思路，产生新思想，

形成新措施，谋划新战略。

在鄢陵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已从

县委领导的个人行为变成了全县领导集体的群体

行为，由“临时性工作”变成了制度化机制。

从形式创新到成果转化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搞好调研，就要打有

准备之仗。

围绕中心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群众，以创新的

形式开展调研。鄢陵县在创新理念的同时，调查研

究方式也与时俱进。

这次主题调研，该县在运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

有效方法的同时，适应新形势、新情况，拓展调研渠

道，采用问卷调查、统计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

等多种途径，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领域，提高

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

交通运输局通过采取统计调查、台账式管理，

把所调研的课题进行分解，并对各部门承担的调研

任务定时督促检查，确保活动深入进行。旅游局运

用问卷调查，采取日报制，每天督促调研活动进度，

保证调研报告的高质量如期完成。产业集聚区、公

安局、卫计委采取一把手带专家下基层进村入户，

与村民面对面进行交流讨教，收集民情民意，解决

实际问题。

县纪委监察委放弃节假日休息时间进行调研，

在形成的《关于干部作风建设的调查与思考》调研

报告中，为更好地促进干部作风建设提供了良方。

县财政局撰写的《关于鄢陵县财政收支矛盾剖析的

调研报告》深入剖析了鄢陵当前财政状况面临的困

难和原因，对下一步增加财政收入、壮大财政实力

提出了科学的合理化建议。县发改委撰写的《乡村

振兴战略调研报告》对鄢陵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

村繁荣提出了科学的发展对策。

针对优秀的调研成果，鄢陵县把好的对策和建

议进行了分解，并形成台账印发给相关部门，制定

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以确保优秀调研成果的

优化、转化，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抓好教育质量

提升、科学推进“三块地”改革、着力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等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均为优秀调研成果转化

的范例。

从实地调研到务实落实

在鄢陵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率先垂范之

下，该县干部紧抓调查研究，深入地方、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展开高频次、多方位的实地调研。他们

没有局限于本单位本行业的一地一隅，大胆创新、

站位全局，把承担的调研课题摆在全县发展大局中

去思考去谋划。

要调研、会调研、肯调研，正在化为鄢陵全县干

部真真切切的行动。

印证这种抉择的，是一组组带着泥土芳香，沉

甸甸、火辣辣的数字：

50多天，577篇有深度、有见地的调研报告“新

鲜出炉”，33篇涉及旅游、康养、党建、扶贫攻坚等

59个重大专项及13大类课题的专题报告“脱颖而

出”，126个具体问题已实地解决或正在研究解决。

针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鄢陵县

经过调研，制订出台了《鄢陵县推进“固本强基”工

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方案(试行)》，安

排1000万元作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专项滚动资

金，用于支持和奖励有稳定性、长期性收入的实体

项目，有效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增强村

级党组织“自我造血”功能，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

力。该县南坞、陶城、望田等乡镇，结合小辣椒种

植优势，引导各村组建小辣椒种植和产销合作社

30多个；大马、柏梁、陈化店等乡镇，引导各村组建

花木合作社40多个；引导有集体土地、房屋等资

产的村，采取资产入股、投资分红等形式，千方百

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彭店镇慕寨村党支部牵头

成立了莲藕种植专业合作社，吸收该村10户贫困

户以土地入股形式发展莲藕种植140亩，探索出

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为全县产业扶贫摸索出了

成功经验……

目前，该县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已经达105

个，281个村制定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

三年规划，正在抓紧组织实施中。

“涉浅滩者见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这句话

正好道出了鄢陵这次主题调研的真谛。

鄢陵，这座以绿色为底色的梦想之城，不仅因

精致而浪漫，因和谐而温馨，更因进取而生动！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28日，记者从省农机

局获悉，我省南阳、信阳、驻马店、平顶山、洛阳等地

小麦已陆续开始收割。截至5月28日，全省已收获

小麦378万亩，其中南阳收获135万亩、驻马店收获

73万亩、平顶山收获40万亩、信阳收获51万亩、洛

阳收获24万亩、邓州收获17万亩。当日全省共投

入联合收割机3.6万台，日收获小麦232万亩。

据了解，由于近期我省豫南地区降水偏多，加

之2017年秋季麦播偏晚，小麦收获开始时间较常

年推迟3~5天。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预计投入

联合收割机总量在18万台以上，播种机械接近

100万台，将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8%左右、玉

米机播率保持在90%以上。

为组织好今年的小麦机收会战，省农机局会同

农业、公安、交通、气象、石化等部门进行了扎实的

工作准备。与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制的8万余张

跨区作业证，已免费发放给农机手；与中石化河南

分公司商定了“三夏”农机用油保供措施；向跨区机

收作业队和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大户等免费发

送气象及机收信息工作已经开始；麦收区农机部门

24小时值班电话已投入运行，随时接受咨询并协

助解决问题；公安部门加强了当前麦收重点区域的

巡查力度，并为批量转移的收割机提供护送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燕）5月26日，虞城

县稍岗镇城镇综合体项目开工兴建，标

志着以打造世界五金之都为特色的中国

虞城稍岗特色小镇正式启动。

目前虞城县五金工量具企业4000

多家，年产各类卷尺12亿只，占全国钢卷

尺市场的85%，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产值120多亿元。稍岗镇作为五金

工量具产业的发源地，已完全具备建设

“中国特色小镇——五金小镇”的条件。

据介绍，由虞港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15亿元建设的稍岗镇城镇综合体项目，

是中国虞城稍岗特色小镇的起步区，占

地面积1200亩，总建筑面积69.5万平方

米。该项目规划建设有国际五金会展中

心、五金研发中心、五金交易中心等，建

成后将完善稍岗特色小镇的多种配套功

能，进一步提升城镇品位，提升综合影响

力，努力把稍岗镇打造成为国家级智能

化特色小镇。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5月28日，

2018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在三

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水

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4000多名游泳健

儿参加了横渡黄河活动。

2018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活

动是三门峡第九次承办的国家级群众

性游泳活动，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172支代表队4000多人参与其

中，横渡起点为三门峡市三河广场，终

点为山西省平陆县太阳渡码头，全长约

1300米。

三门峡市

4000“泳士”横渡黄河

□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郑法魁

5月28日，武陟县三阳乡中封村村民在抢收小麦。 柴明辉摄

标题新闻

习近平在两院院士大会开幕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原阳 向脱贫摘帽发起总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