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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党建促脱贫 检验党建看脱贫

南召县党建引领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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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县

“扶贫粮仓”成“脱贫银行”

“中国好人”梁声翕
捐10万元扶贫

漯河市召陵区
“四个一”加强“扫黑除恶”执纪监

督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振奎 何彦军）近日，记者从漯河市召

陵区纪委监察委获悉，为加大扫黑除

恶专项工作的监督力度，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切实为村级换届选举

工作奠定基础，该区通过“四个一”即：

健全一种机制、建立一组台账、抓实一

个协同、搞好一次结合，加大对扫黑除

恶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有效推动了

扫黑除恶工作的深入开展。

健全一种机制。及时组织政法

委、组织部、公安等部门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工作协调会，成立了领导组织，明

确了工作重点和任务，并指定专职人

员负责日常与各级沟通协调及信息上

报工作。

建立一组台账。积极拓宽畅通群

众信访举报渠道，建立涉黑涉恶线索

管理台账，明确机关各部室工作职责，

形成工作合力，逐案深挖涉黑涉恶违

法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及其“保

护伞”。

抓实一个协同。积极发挥区委反

腐败工作协调小组的作用，加强与区

委政法委及公检法等机关的日常联系

和工作会商，建立问题线索快速移送

和查办结果反馈机制，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做到信息互通、相互配合，对

党员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涉

黑涉恶腐败问题应收尽收，对政法机

关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现的问题

线索优先处置、及时反馈。

搞好一次结合。将扫黑除恶同村

级换届选举工作相结合，在强化换届

纪律的同时，组织区、镇、村三级纪检

监察干部及村监委会成员对村干部候

选人进行严格审查，对涉嫌黑恶势力

的候选人，坚决予以除名，并给予严肃

处理。

漯河市源汇区
加强史志档案领域作风建设
本报讯 今年以来，漯河市源汇区

立足严格教育、严格监督、严格管理，不

断加强史志档案系统干部队伍建设。

强学习增“定力”。要求全区史志

档案干部职工深入学习《监察法》，进

一步丰富学习手段，制作了“一图读懂

监察法”，推动尊法、学法、用法、守法

常态化和长效化，注重在学深悟透上

下功夫。

严管理聚“合力”。从建章立制着

手，制定出台《内部管理制度汇编》《关

于从严监督管理干部的实施意见》等

内部管理机制，全面加强干部日常管

理考核，使制度真正立起来、严起来。

转作风添“动力”。用好监督执纪

“第一种形态”，对干部职工履职情况

常态开展动态跟踪掌握，对发现的问

题建立整改台账，实行动态式管理。

今年以来对史志档案系统干部职工开

展谈心谈话提醒21人次，真正做到严

管理、强约束，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的史志档案干部队伍。（李洁茹）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
高文艺）“县里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好闺

女’，她包俺村之后修建幸福渠、惠民路，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滩，脏乱不堪，如今建

起文化广场，群众健身娱乐有了场地。村

里有了致富产业，集体经济发展起来啦，

群众日子如芝麻开花节节高！”5月23日，

记者在南召县马市坪乡白庄村采访，77

岁的村民连得安满面春风地说。

连得安口中的“好闺女”是南召县检

察院检察长孟宪英。在全县开展“党员干

部带支部”结对帮扶活动中，孟宪英利用

人脉资源三番五次邀请专业人士到村里

“把脉问诊”，还亲自带队三次到山东取经，

多次召开产业论证会，最后确定发展林果

基地和蔬菜大棚，建起温室蔬菜大棚基

地，预计每年为村集体带来10万元收入。

如何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工作，让抓

党建、促脱贫落地生效？这是南召县委

主要领导一直深入思考的问题。该县在

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牢固树立

“抓好党建促脱贫、检验党建看脱贫”理

念，把基层党建作为脱贫攻坚的核心动

力，确保党员干部凝聚在脱贫攻坚主战

场。找准党建与扶贫的结合点，把党建

资源转化为脱贫资源，把党建活力转化

为攻坚活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组织

保障，南召县把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整

顿作为重点脱贫攻坚任务，采取“一村一

策”的方法，每村成立一个整顿工作组，

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整顿工作，形成了

“第一书记打头阵、派出单位当后盾、党

员干部齐上阵”的帮扶局面。28个班子

配备不齐、工作能力不强的软弱涣散村

级党组织，已全部转化升级、整顿销号。

向重点贫困村选派118名第一书记，实

现软弱涣散村第一书记全覆盖，增强了

村级“两委”班子的工作能力。

针对农村存在的党组织服务能力不

强、联系群众不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

题，该县积极整合干部资源，开展“党员

干部带支部”结对帮扶活动，按照“不交

叉、不重叠”原则，310名副科级以上县

乡干部与310个行政村实行结对帮扶，

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帮带活动运行以

来，累计引资1488万余元，新建党群服

务中心、文化广场等基础设施169个，升

级改造67个村级活动场所，为基层解决

难题450个，为群众办实事好事1396

件，帮助贫困户新上致富项目800余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肖应
辉）“俺在家门口为村里打扫卫生，每月

有500元的固定收入，心情舒畅得劲。

俺一定珍惜这个公益岗位，把村里卫生

打扫得干干净净。”5月28日，郏县长桥

镇龙泉寨村70岁的贫困户崔广让提起

爱心企业提供的公益性岗位时，感激地

说。

为解决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无

技能、无增收门路、无法外出务工的贫

困人口就业，该县成立社会扶贫办公

室，在全县开展“百企帮百村”助推脱贫

攻坚活动，鼓励和引导企业在自愿的基

础上奉献一份爱心，尽一份社会责任。

送钱送物不如送岗位，爱心企业纷纷出

资为贫困户购买公益岗位。截至5月

25日下午，该县爱心企业购买捐赠公

益岗位的资金已达110万元，按每人每

月300～500元的岗位补贴标准，爱心

企业共为贫困户提供村级卫生保洁员

公益性岗位200多个。这些公益岗位

精准落实到贫困户，公益岗位工资实行

按月发放，直接拨付到个人账户。

该县堂街镇南谢庄村65岁的贫困

户王爱失去丈夫后，孤身一人生活，心

情很失落。在公益岗位上岗后，她与村

里另外两名贫困户一起，每天穿上工作

服清理村内卫生，收集清运垃圾，见人

有说有笑，像换了个人似的，显得格外

精神和自信了。她说：“以前找不来活

有力使不上，挣不来钱靠救济，站不到

人前，总觉得低人一等，见人都害怕搭

腔。现在有活干、有收入，觉得天天过

得很充实。”

该县扶贫办主任张建锋说，爱心企

业购买捐赠扶贫公益岗位，精准扶贫送

岗到户，贫困户自食其力，比单纯的物

质帮扶更有意义。贫困户从事农村环

境保洁，解决了乡村环境整治等老大难

问题。一人上岗，全家增收，有效解决

了贫困人口就近就业和脱贫增收难题，

增强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一举多赢。

本报讯（通讯员金少庚 左力 记者

曹国宏）5月28日，记者在全国粮食核

心产区唐河县采访时看到，颗粒归仓

的收粮盛景正在拉开序幕，全县新建

成的48座“扶贫粮仓”开始全面接纳新

粮。

作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国粮

食生产百强县、全国整县整建制推进粮

食高产创建试点县、农业农村部小麦高

产优质多抗品种选育攻关试点县、全国

粮食高产模式攻关试点县，唐河粮食生

产一直在河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如何利用全国超级产粮大县优势，助力

脱贫攻坚？唐河给出了答案。

作为非贫困县的唐河，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5317户32758人。唐河面临

巨大的脱贫压力，不等不靠，筹建“扶贫

粮仓”，既解决了粮食仓容严重不足的

问题，又担起了脱贫攻坚的重担。

唐河县通过与粮食收购企业、金融

机构、建档立卡贫困户深入交流，设计

出“财政+金融+粮食收储企业+贫困

户”四位一体的粮仓扶贫模式。该模式

以扶贫小额贴息贷款为基础，衔接金融

扶贫政策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建设优

质粮仓扶贫基地，把建档立卡户与粮食

托市收购、小额信贷贴息及金融机构信

贷资金有机结合起来。

“唐河把扶贫政策和粮食政策有效

衔接，利用贫困户平均每户5万元小额

贴息贷款，筹资2.1亿元，建设48座40

万吨的标准化扶贫粮仓，将扶贫粮仓粮

食保管收益主要用于对贫困户分红。

除提供扶贫就业岗位外，还按照每户

3000元、3300元、3600元的递增标准

对贫困户分红，实现贫困户受益全覆

盖。”唐河县县长周天龙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按照全覆盖原则，唐河

还对未贷款建档立卡贫困户按照每人

每年400元发放分红，并为90个贫困村

每村每年分红3万元，用于扩大村集体

经济收入。

据悉，唐河县“扶贫粮仓”已对贷款

建档立卡985户贫困户每户分红3000

元，对未贷款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分红

400元，共计发放1357万元，同时对90

个贫困村发放发展资金270万元，帮助

2479户贫困户7103人脱离贫困。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杨雨
淼）5月25日上午，新乡市慈善总会梁

声翕爱心扶贫专项基金捐赠仪式在河

南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好人”梁声翕拿

出自己节省下来的10万元钱，捐赠给

新乡市慈善总会，专项支持扶贫。

梁声翕是河南师范大学的一名退

休校医，出生于1933年，经历战乱时

期，一生没有子女，身患十余种结核

病，生活极度简朴，自1996年起开始

将自己为数不多的退休金用于资助贫

困学生和社会公益事业，累计向困难

大学生捐资26.4万余元，向困难教师

教育基金会捐款7万元，并将自己的3

万元积蓄全部交作党费。梁声翕

2014 年荣获“河南十大教育新闻人

物”称号，2016年3月被评为河南省教

育系统“2015 年度感动中原教育人

物”，同年11月入选“中国好人榜”，

2017年5月16日被授予第三届“最美

新乡人”的荣誉。

2016年，梁声翕立下遗嘱，将遗产

捐赠给新乡市慈善总会。此次捐赠是

梁声翕对遗嘱进行修改，将捐赠的10

万元提前交款作为扶贫专项基金，用于

新乡市重点扶贫项目。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都尝尝，都尝尝。”5月27日，在自

家五室一厅的新房内，鲁山县张良镇姚

吴程村50多岁的贫困户孟国营乐呵呵

地招呼前来帮忙的乡亲们，要大伙尝一

尝他亲手烙的发面馍。当天，共有10

多户像孟国营这样的贫困家庭乔迁新

居，搬进了位于镇区汉王大道北头、澎

河北岸的思源居易地搬迁安置小区。

孟国营家6口人，按照每人25平方

米的标准，他家分到了一套150平方米、

位于4楼的大房子。按照张良镇当地风

俗，乔迁新居这天，要吃一些圆形的发面

厚馍，同时搬进去带腿桌子，象征今后的

生活会越过越发达，日子会过得四平八

稳。于是在26日一大早，孟国营先把自

家的一张桌子、液化气罐、气灶等做饭家

什搬进了新居，并将在姚吴程村老家里

发酵后的一大团发面也带了过来，在新

厨房里现场炕起了发面厚馍。

据了解，张良镇思源居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占地近1.5万平方米，共建有

119套从25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到

150平方米五室一厅两卫面积不等的住

房，可安置113户人口不等的易地搬迁贫

困家庭。思源居安置小区2017年9月份

动工兴建，经过7个多月的紧张施工，目前

内部装修也大头落地，已达到入住条件。

据全程参与监督该小区建设的张良镇

纪委干部李春蕾介绍，由于现在正是“三

夏”大忙季节，27日当天只有10多户贫困

户搬入新居，估计收完小麦和播种玉米

后，其他90多户贫困家庭就会陆续入住。

５月26日上午，全国畜牧总站的时

建忠书记、德国养猪专家等在鹤壁为河

南省精旺猪种改良有限公司的中德新公

猪舍揭牌，此举意味着公司新增的160

头种公猪将入住更加安全、自动化程度

更高的新居。

精旺公司是中德猪业的唯一合作企

业，前期已经有185头“二师兄”入住，主

产品就是公猪精液。

生活在这里的“二师兄”，能耐大了！

有关猪

一部妇孺皆知的《西游记》，二师兄

猪八戒很多时候成了猪的代名词。

“养猪业是河南的传统优势产业，

2017年全省生猪出栏6220万头，猪肉

产量466.9万吨，猪肉产量占全国总量

的十分之一。”河南省畜牧局副局长杨文

明说。

猪是我们的祖先最早驯化、圈养的，

也是出肉率最高的动物，一直被称为“造

肉机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原国家生

猪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王爱国说：

中国人爱吃猪肉，人年均消费猪肉８２

斤，占肉食消费量的６０％。

“想吃猪肉就要多养猪，多养猪就要

母猪多下崽，母猪多下崽自然离不开雄

赳赳的公猪了。”鹤壁谊发牧业公司董事

长、精旺公司的当家人原泉水说。

种群繁育关键点

现在很难见到公猪与母猪自然交配

的场景了。

“猪的人工受精已经有百年历史了，

从最初的假体采精、手工采精发展到现

在的全自动采精，技术越来越成熟、完

美，精旺公司种公猪的饲养和采精用的

就是世界顶级的德国设备和技术。”原泉

水说。

史德育是精旺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他说：精旺公司的种公猪在疫病净化方

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这是猪种群繁育

的关键点。

高品质的公猪精液决定着母猪的生

产能力，这种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生崽数

和活崽数。

“使用精旺公司的公猪精液，母猪每

窝的生崽数已经达到了13头。”原泉水

说，尽管和欧洲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在

国内已经是最多了。

“美男”如何产生

种公猪被原泉水称作“美男”。

“‘美男’的产生有多个指标，是经过

综合考核的，必须上溯到猪父母恋爱结

婚之前。”原泉水说，行业内这个过程叫

“选育”。

选育一般遵循“同质选配”原则，即

个儿高的配个儿高的，肋骨多的配肋骨

多的、产崽多的配产崽多的；此后，还要

考察出生重、泌乳能力、肉料转化能力、

日龄增重等因素，当然还要考虑外观。

“这么说吧，选育种公猪，比人找个

对象难多了。”原泉水说，他们公司选育

种公猪，最后的成功率仅仅为2％，母猪

能成功登顶的为１５％。

到金字塔顶的“美男”，从八月龄开

始采精，雄赳赳繁殖后代的时间不过32

个月。

“子孙”满天下

国内一头公猪的采精量一般能保证

200到300头母猪受孕，国外的平均水

平是400到600头母猪受孕。

“2017年，精旺公司共有185头种

公猪，公司每头公猪的供精量平均使

680头母猪受孕。”原泉水说。

精旺公司位于养猪产业链的上游，

是国内种公猪精液商品化程度最高的企

业。

史德育说：精旺公司的种公猪精液

已经做到了４摄氏度到17摄氏度常温

状态下的生产和输送，除了供应河南的

养猪企业外，还销往福建、四川、山东、陕

西、山西等地，为挖掘生猪生殖潜力、为

生猪繁殖能力最大化作出了贡献。

也许你吃到的一块猪肉就与精旺公

司有关呢！

河南是畜牧业大省，现代畜牧业需

要市场细分，精旺公司的种公猪选育就

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鹤壁“二师兄”，能耐大了！

鹤壁“二师兄”，能耐大了！

□本报记者 宋朝

■新闻故事

郏县
爱心企业
捐赠扶贫公益岗位

鲁山县张良镇 贫困户乔迁新居

5月24日，孟州

市润田为农服务中心

的农技师杨德惠（左

三）在该市南庄镇张

庄村1500亩优质小

麦种植基地测量郑麦

369的产量。该服务

中心推广的郑麦369

优质强筋小麦在当地

种植 5000 余亩，平

均亩产达630公斤。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

讯员 贾黎明 摄

孟州 农技服务保小麦高产

▶5月23日，商城县三多堂传统手工鞋业

有限公司内，毛布底鞋手工制作技艺省级代表

性传承人黄建华在给务工贫困户讲解制鞋技

巧。该企业已带动当地1000余农民增收致

富。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杨绪伟周政 摄

商城“手工制鞋”助脱贫

▲5月26日9点，虞城县刘店乡丁河楼村

小学的10余名学生，来到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郑州机务段高铁模拟驾驶室体验铁路尖端科

技。丁河楼村是郑州机务段对口帮扶的贫困

村，该段党委副书记李明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后，

既扶贫又扶志，多方帮助村民脱贫。杨松江 摄

虞城农家孩子“开”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