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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多重精准施策 撬动脱贫动能

看舞阳如何摘掉“贫困帽”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召开优质上部烟开发座谈会

以“上六片”引领我省烟叶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省98.38万人报名高考
考生数量仍居全国第一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

31日召开会议，审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

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三农”工

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

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会议认为，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细

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

大计划、重大行动，形成了今后5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

的政策框架。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三

农”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

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思想认识，真

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

作的要求落到实处，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

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

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

项规划或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

人负责。要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办法，做到顺

应村情民意，既要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又要充

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目标任务要符合实际，保障措

施要可行有力。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让广大农

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一系列

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规的举措，构筑了全党全

社会扶贫的强大合力。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全面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

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会议指出，党的十九大把脱贫攻坚战作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赢的三大攻坚战之一，作出全

面部署。未来3年，还有300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

要脱贫。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再接再厉、精

准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动、更扎实的工作，集中力量攻

克贫困的难中之难、坚中之坚，确保坚决打赢脱贫这

场对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

持大扶贫工作格局，坚持脱贫攻坚目标和现行扶贫标

准，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群体，突出问题导

向，优化政策供给，下足绣花功夫，着力激发贫困人口

内生动力，着力夯实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基础，着力加

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切实提高贫困人口获得感，确

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

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

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着力改善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条件，着力解决深度

贫困地区群众特殊困难，着力加大深度贫困地区政策倾斜力度。要强化到村到户到

人的精准帮扶举措，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全力推进就业扶贫，深入推动易地扶贫搬

迁，加强生态扶贫，着力实施教育脱贫攻坚行动，深入实施健康扶贫工程，加快推进

农村危房改造，强化综合保障性扶贫，开展贫困残疾人脱贫行动，开展扶贫扶志行

动，树立脱贫光荣导向，弘扬自尊、自爱、自强精神，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进一步落

实脱贫攻坚责任制。要完善脱贫攻坚考核监督评估机制，提高考核评估质量和水

平，切实解决基层疲于迎评迎检问题。要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加强对脱贫一

线干部的关爱激励。要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集中力量解决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坚决依纪依法惩治贪污挪用、截留私分、虚报

冒领、强占掠夺等行为。要深入宣传脱贫攻坚典型经验，宣传脱贫攻坚取得的成就。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月17日，省政府召开舞阳退出贫困县

新闻发布会，宣布舞阳县脱贫摘帽。舞阳县

成为全省第一个脱贫退出的省定贫困县。

统计显示，2014年至2017年，全县共

退出贫困村112个，脱贫13242户43695

人，目前剩下贫困村2个、贫困人口2872

户644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9%。

这是舞阳县以精准识别为前提，产业

发展为基础，增加收入为核心，加强党建

为引领，改进作风为保证，多层面精准施

策，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打

好脱贫攻坚战取得的结果。在这背后，是

全县城乡面貌的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

的显著提高，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

以增收为核心多重精准施策

“贫困，‘贫’在产业，‘困’在增收。县

委、县政府牢牢抓住增收这一核心，综合

实施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金融扶贫、光伏

扶贫等措施。”舞阳县县长张书民说，贫困

群众在享受各项扶贫政策的同时，均可再

享受 3 种以上帮扶措施，户均年增收

5000元以上。

按照做大传统产业、育强优势产业、

发展新兴产业的思路，舞阳发挥平原农业

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优势，结合菌、菜、

油、牧、果、烟六大传统主导产业，制定出

台产业扶贫发展规划，先后培育出农业龙

头企业28家，建成各类特色种养基地25

个，带动2.6万群众通过发展产业、入股分

红、务工就业和流转土地实现增收。

他们依托华宝、桂馥等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着力育强壮大食用菌优势产业，种

植规模突破5000万袋，产值达4亿元，11

个乡镇2300多户贫困户“地里刨金”实现

脱贫，食用菌产业也成为舞阳产业扶贫的

一张靓丽名片。同时，积极发展光伏扶贫

等新兴产业，建设村级扶贫电站107个，惠

及贫困户3525户，户年均收益3000元以

上，带动村集体年增收3万元以上。

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驾齐驱形成

合力的同时，舞阳县着力探索构建金融

服务、信用评定、风险防控、产业支撑四

大体系，引导各金融机构与双汇集团、华

宝农业等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推行

“五位一体”基地联贫、“四方联动”企业

带贫、“三保合一”保险助贫、普惠制小额

信贷等金融扶贫模式，共发放小额扶贫

贷款4.09亿元，带贫4278户，户均年增

收3000元。

在此基础上，全县开辟转移输出、县

内务工、基地就业、兜底安置四大就业扶贫

模式，带动1.5万贫困人口就业增收。实

施“阳光工程”“雨露计划”，7700名贫困劳

动力实现异地就业；筛选就业岗位，促进

2600名贫困人口县内就业；新建改造扶贫

就业基地162个，吸纳就业1970人；采取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发扶贫公益岗位，组

建治安、保洁、护绿和政策宣传“四支队

伍”，安置就业贫困劳动力3000人。

以民生为根本扶贫政策全覆盖

为全面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舞阳

县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按照“突破、提

升、普惠”原则，创新落实各项扶贫政策，

实现了教育扶贫、医疗救助、住房保障、社

会保障全覆盖。

教育扶贫全覆盖。全面落实教育“免

补奖贷”资助政策，实现贫困家庭非寄宿

生教育生活补贴和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学

生资助政策全覆盖，保障贫困孩子有学

上，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医疗救助全覆盖。全面推行医疗保险、

临时救助、费用减免、保费资助等“五重保障

六项优惠三项服务”帮扶措施，探索设立

600万元的医疗保障基金池，▶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上部烟叶是

整株烟叶中接受阳光雨露滋润最多的部

分，研究怎么样生产和使用好上部烟叶，

是我们最值得深挖的潜力。”5月30日，在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组织召开的2018河

南优质上部烟开发座谈会上，郑州烟草研

究院生态环境与烟叶质量重点实验室主

任尹启生说。

当天，省烟草专卖局（公司）邀请来自

上海烟草集团、浙江中烟、江苏中烟、云南

中烟、湖北中烟、贵州中烟、四川中烟、湖

南中烟、河南中烟9家工业企业和郑州烟

草研究院的技术专家，与许昌、平顶山、漯

河等7个产烟区的主管烟叶的负责人等

齐聚一堂，鉴评“上六片”样品，共同探讨

河南“上六片”烟叶质量的评价合作机制。

“外观质量上开片较好、手感柔软”

“口感上焦香明显、余味干净、杂气较

轻”……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不仅对河南

“上六片”烟叶样品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

同时也对“上六片”烟叶适宜的生长环境、

成熟度、一次性采收技术、烘烤技术、收购

价格体系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来

自湖北中烟、云南中烟等工业企业的技术

中心负责人纷纷表示，要积极参与河南

“上六片”烟叶开发项目，做好工业验证和

评价，把河南的烟叶使用好。

据了解，当前各工业企业普遍面临烟

叶库存较高但优质高端原料供不应求的

两难处境。根据河南烟叶目前的生产情

况，上部烟叶占整株烟叶的1/3，在不断优

化下部烟叶的情况下，其产量已经占到烟

叶总产量的50%以上。上部烟叶干物质

积累丰富，香气量多、烟气浓度大，随着

“降焦减害”的深入推进，中下部叶经降焦

处理后香味不足、可用性降低的问题愈加

突出，加之细支、中支、短支烟、低焦油卷

烟的快速发展，急需用成熟度好的上部叶

来弥补香气质和香气量的不足。2008年

以来，在河南中烟和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许昌、平顶山等产区连

续多年开展“上六片”项目开发示范推广

工作，带动了我省上部烟叶的总体质量明

显改善、工业可用性显著增强。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处处长李

广良说：“下一步，我们要着力做到坚定不

移谋划好市场布局、坚定不移保障优质原

料供给、坚定不移提升基础管理水平、坚

定不移推动工商协同发展，抓好‘上六片’

及以‘上六片’为代表的整个上部叶质量

提升工作，从而带动河南烟叶整体品质的

提高，实现烟区稳定发展。”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5月31日，记

者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日，全省已收

获小麦2066万亩，其中机收面积2038

万亩，机收率98.6%。

据了解，南阳已收获小麦435万亩、

信阳已收获小麦271万亩、驻马店已收获

小麦550万亩、平顶山已收获小麦156万

亩、漯河已收获小麦22万亩、许昌已收获

小麦102万亩、开封已收获小麦25万亩、

郑州已收获小麦62万亩、洛阳已收获小

麦88万亩、新乡已收获小麦41万亩、焦作

已收获小麦23万亩、周口已收获小麦57

万亩、邓州已收获小麦97万亩、固始已收

获小麦35万亩、新蔡已收获小麦35万亩、

巩义已收获小麦15万亩。

5月31日，社旗县桥头镇泥河村农民刘春州拉着200捆小麦秸秆，前往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马营村一处黄牛养殖基地销售。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31日，记者

从全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报名总人数为98.38万人，较去年增加

11.8万人，仍是全国第一考试大省。

今年，全省共设考点859个，均为标

准化考点，考场34481个，涉考工作人

员突破15万人。按照全国统一安排，今

年的高考时间和往年一样，6月7日、8

日两天。6月25日零时，考生可登录河

南省教育厅网站、河南省招生办公室网

站、河南招生考试信息网、河南省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服务平台查询自己的高

考成绩。

标题新闻

习近平回信勉励陕西照金北梁
红军小学学生

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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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胡广华赵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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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已收获小麦2066万亩

本报讯（通讯员金少庚董希峰张
伟峰记者曹怡然）5月30日，在唐河县

龙潭镇马洼村的麦田里，一台台大型联

合收割机来回穿梭，紧随其后的秸秆打

捆机将麦秸打成捆。在场的唐河县恒

润达秸秆回收有限公司负责人严军杰

说，打捆的麦秸就地出售，农民当场数

钱，既不耽误播种，又增加了收入。

“我种了100多亩地，每亩地秸秆

能卖40元，光这一项就增加收入四五

千元。”村民李显强说。

唐河县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200

万亩，可产秸秆8亿斤。如何为这些

秸秆找到出路，实现绿色环保高效？

唐河县拿出财政补贴资金，以农机合

作社为补贴重点，为合作社和农户购

置的秸秆打捆机每台补贴8950元。

秸秆购销采取企业上门收购和农户自

主出售双线并行的方式，形成了“企业

田间免费拾捡+每吨300元地头现金

收购+统一外调加工”的秸秆利用新

模式。秸秆打成捆或粉碎，变废为宝，

也促使农民由“偷着烧”到“不愿烧”的

转变。

今年，唐河县将组织大型小麦联

合收割机1300台、秸秆打捆机300台、

玉米精量播种机1800台投入“三夏”

会战。

唐河县

秸秆就地打捆
农民当场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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