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屈芳）10月 15日至

16日，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在

河南南阳市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精准方

略，强化政策举措落实，确保“搬得出、稳

得住、能脱贫”，坚决打赢易地扶贫搬迁

攻坚战。

胡春华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

了决定性进展，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必须

坚持按照既定的目标和任务，突出重点、

聚力攻坚。要严格锁定搬迁范围，严守住

房面积红线，保持政策总体稳定。要狠抓

安置房工程质量，加强监管、消除隐患，让

搬迁群众住上“安全房”“放心房”。要统

筹做好劳务输出、技能培训、公益岗位设

立等工作，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促进搬迁群众稳定脱贫。要同步推进搬

迁安置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社区

管理，扎实稳妥推进旧房拆除和宅基地复

垦复绿，解决好搬迁群众实际困难。要进

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工程建设资金保

障，加强考核监督，确保高质量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工作任务。

胡春华对河南省近年来集中力量打

好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取得的成效予以

充分肯定。他指出，河南贫困人口多、搬

迁难度大，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把易地

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重头戏，探索出

了一些符合省情、群众满意的路子。

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并发言。他说，

省委、省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脱贫攻坚摆上重要

位置，强化政治责任，牢记使命担当，把握

精准方略，着力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

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求实

效，特别是把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作为脱贫

攻坚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搬迁对象、搬迁

原则、搬迁安置、搬迁标准和搬迁后续问

题上探索推进了“四靠”“五有”“五个一”

等创新举措。我们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

认真贯彻落实胡春华副总理讲话精神，着

力在落实精准方略、组织重点攻坚、全面

提高质量、坚持统筹推进、夯实基层党建

五个方面再下功夫，坚决打好打赢精准脱

贫攻坚战，向党中央、总书记和全省人民

交上一份合格答卷。

河南、山西、湖北、广西、陕西5省区

政府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国务院办公

厅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同

志，贵州、四川、云南、湖南、西藏等17个

省区市政府分管领导和有易地扶贫搬迁

任务的22个省区的发展改革、移民、扶贫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金融机构负责同

志等出席会议。

15日，与会人员分三个组分别到南

阳、洛阳、三门峡等地搬迁安置点进行了

现场观摩。

会议期间，胡春华还到内乡县、淅川

县实地调研。在内乡县马山口镇幸福社

区，胡春华深入扶贫车间，了解贫困户扶

贫培训与收入情况,走进搬迁户家中，询

问日常生活、搬迁感受和后续扶贫举措，

看到搬迁群众就业有保障、增收有门路、

生活有奔头，胡春华表示肯定。在淅川县

九重镇唐王桥村，胡春华着重考察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产业发展等情况，并实地察

看了该村污水生物处理工程和金银花种

植基地。他还到南水北调中线陶岔渠首

枢纽工程现场，考察了水质保护及工程运

行情况。

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国务院机关党组

成员高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林念

修、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义珍、自然资源部副

部长赵龙、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省

领导黄强、何金平、武国定、刘伟分别参加

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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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扶贫攻坚系列报道⑥

“戏曲进乡村”让全省农民看上好戏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在河南召开，胡春华出席会议并强调

坚决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
陈润儿参加会议并发言 鄂竟平等参加有关活动

郑州市上街区

荷锄农民“舞文弄墨”年销售8000万元

易地搬迁迎来美好新生活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陈琰伟

“党的政策真好，没想到俺这辈子还

会住上这样的新房子，感谢党和政府对

俺的关心。”10月15日，当郏县住建局

有关同志来到该县黄道镇王英沟村，对

2018年度危房改造情况入户进行审核

验收时，年逾花甲的张东明感激地说。

张东明是位孤寡老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常年居住在两间破旧的老瓦房里，

若遇阴雨天气，房顶漏雨，墙壁渗水。今

年上半年，张东明被确定为危房改造实

施户。今年7月，政府投资1.7万元，为

他改建了22平方米的两间新房。8月份

在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六改一增”

时，又投入2000余元，为他改建了厨房、

卫生间、大门，还硬化了院里的地坪。

郏县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彭亚勇

告诉记者，今年以来，郏县住建局已投入

1700多万元，为像张东明这样的841户

困难群众实施了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使

这些困难群众住上了安全、舒适的新房

子。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宁建鹏

郏县

危房改造让困难户圆了“安居梦”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现代豫剧《焦

裕禄》《村官李天成》《史来贺》《春满太行》

《燕振昌》《槐花湾》……一批反映扶贫攻

坚、弘扬正能量、宣传优秀典型的思想性

艺术性相统一的戏剧、歌舞类优秀作品，

已相继在全省乡村唱响。10月15日，记

者从省文化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省

级共组织戏曲演出3.2万多场，各省辖市、

县（市、区）进一步延伸配套，每年组织戏

曲演出2万余场，已经实现覆盖全省所有

乡镇和贫困地区行政村，惠及群众超过

6000万人次。

河南素有“戏曲之乡”美誉，戏曲艺

术是深受基层群众喜爱的艺术形式。从

2008年起，我省充分发挥戏曲大省的优

势，开展了“舞台艺术送农民”等一系列

以戏曲为主体的文化惠民活动，特别是

2017年4月中宣部、原文化部、财政部下

发《关于戏曲进乡村的实施方案》后，精

心组织开展了“戏曲进乡村”，认真做好

进乡村的剧目名单审定，入选剧目整体

上涵盖豫剧、曲剧、越调等各个剧种，侧

重于反映火热生活的现实题材剧目，其

中既有《朝阳沟》《焦裕禄》这样的优秀现

代戏，也有《重渡沟》《尧山情》这样的新

创扶贫戏，还有《七品芝麻官》《打金枝》

这样的经典传统戏，有力地巩固了农村

基层文化阵地，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食粮。

为了让“戏曲进乡村”进得去、留得

下，我省积极开展戏迷擂台赛、戏曲联谊

会演出、戏曲知识问答、戏曲征文等丰富

多彩的实践体验活动，把话筒交给群众、

把舞台留给群众、把镜头对准群众，让群

众走上戏曲的“星光大道”当主角、秀才

艺；加强对戏曲艺术的教育普及，组织“百

家院团进百县、千名名家进千乡、万名演

员进万村”结对帮扶活动，开展“教你一

招”等各类戏曲培训活动1400多场，不断

播撒戏曲艺术的种子，提高了广大戏曲爱

好者的专业水平，培养了一大批扎根农村

的戏曲人才；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扶持

成立农村小剧团、戏曲社团和戏曲表演队

等多种类型的业余戏曲表演团队，增强农

村戏曲传承发展的自我服务能力，让农民

多渠道、多途径参与戏曲体验，享受戏曲

服务。

目前，全省有5万多个群众自发组成

的戏曲团队活跃在农村地区，部分业余表

演团队还发展为专业院团，取得“营业性

演出许可证”的民营表演团体数量达

2100多个，从业人员10多万人，全省注

册文化志愿者近9万人，并首创了文化志

愿服务“乡村音乐厅”品牌，已建成挂牌

“乡村音乐厅”104个，组织文化志愿者深

入全省1000多个贫困村开展艺术培训、

文艺表演等志愿服务。

据了解，各级财政部门已把“戏曲进

乡村”年度经费列入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

务专项资金，仅省财政就投入近3亿元，

并逐年增加了对院团演出的补助标准，目

前省、市、县（市、区）三级艺术表演团体每

场演出经费补助标准分别为2万元、1万

元、6000元。

一排排漂亮的小楼鳞次栉比，超市、

卫生室、学校等一应俱全，就业车间内一

派忙碌的生产景象……10月15日，全

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参会人员分

组观摩南阳、洛阳、三门峡等三市，南阳

观摩组先后到内乡县马山口镇幸福社

区、七里坪乡思源社区和淅川县毛堂乡

铭泽社区、寺湾镇前进社区等安置点进

行观摩，所到之处无不展现出富美乡村

的生动画面。

“以前住在深山里，房屋简陋不说，

吃水还非常不方便。现在新家里用水用

电都很方便，都没有想到能住上这么宽

敞的房子、这么漂亮的小区。”内乡县马

山口镇幸福社区搬迁户樊有志对观摩组

一行讲述新生活时高兴得合不拢嘴。和

樊有志一样，100户255人已经全部迁

入了幸福社区的新居。这里，社区服务

中心、广场、洗浴中心、公厕、学校和垃圾

污水处理等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十分齐

全，群众的生产生活十分便捷。

观摩组一行走进内乡县七里坪乡

思源社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划

一的“别墅”小楼院，雪白的外墙、灰色的

房檐、宽敞的大门，道路上笔直的太阳能

电线杆和社区中央整洁的广场，构成了

一幅赏心悦目的新村画卷。该社区位于

集镇中心地带，交通便利，一共安置了贫

困群众98户344人。

平坦的水泥路铺到家门口，房前屋

后绿草鲜翠如茵，广场上飘扬着鲜艳的

五星红旗……淅川县毛堂乡铭泽社区展

现出全新的面貌，搬迁群众的脸上笑容

十分灿烂。淅川县寺湾镇前进社区紧邻

集镇，距高速口仅100米，住房按六横八

纵设计，共23栋，全部采用徽派风格，外

观雅致、整齐划一，高低搭配、错落有致，

既方便了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又展现

出整体美、朴素美、自然美的视觉效果。

一路看、一路议，观摩组一行纷纷表

示，南阳高质量推进了易地扶贫搬迁工

作，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了一

方人”的问题，对于解决“三山一滩”地区

群众生产生活难题，补上短板中的短板，

推动脱贫攻坚取得更大进展有着重大意

义。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16日，是第

38个世界粮食日，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

“努力实现零饥饿”，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的主题是“端牢国人饭碗，保障粮食安全”。

当日，省粮食局联合省农业厅、省教育厅、省

科技厅、省气象局、省妇联共同组织开展2018

年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世

界粮食日河南主会场活动在河南工业大学举

办，对外发布我省“粮安之星”，并向社会各界

发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主题倡议。

活动期间，我省组织机关干部、农业科技

专家、涉农院校师生等，成立300多个工作小

组，开展粮食安全大走访大调研活动，走村入

户，深入田间地头，对粮食问题进行摸底调

研，认真倾听农民对国家粮食政策的意见建

议，深入了解粮食安全方面隐患；面对面宣传

国家粮食生产政策，讲解粮食生产、收获、运

输、保管等方面的科技知识，提高农户粮食种

植和收储技术水平。

当天，我省还公布了中原粮食集团等4家

单位和河南省粮油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尹成华等6位同志为“粮安之星”。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影片拍得

太真实了，我越看越激动，越看越感动，

掩饰不住流下了热泪。”10月16日，在

河南日报农村版、河南豫剧院二团、方城

县文广新局联合主办的豫剧电影《子夜

惊梦》看片会上，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

河南省剧协副主席、河南省豫剧院党委

书记、著名表演艺术家汪荃珍表达了自

己的观影感受。

该部影片紧扣生活，充分利用影视

艺术真实感人地再现了一个女副市长在

母亲、兄嫂、爱人等亲人的帮助教育下，

从不以为然，到内心纠结、猛然惊醒的心

理过程，最终摒弃不正当的人情观念，回

归廉洁之路。“《子夜惊梦》立意鲜明，寓

教于戏，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家风教育、廉

政教育影片。”河南日报农村版主编魏剑

说。

《子夜惊梦》由方城县文化广电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国友影视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是根据方城本土剧

作家张景秀的同名戏曲改编，著名新锐

导演马会雷执导，著名表演艺术家、常派

弟子卢玉琴和青年表演艺术家刘艳丽领

衔主演。该片还荣获了2017年美国百

老汇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片奖和最佳女

主角奖两项大奖，被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列为优秀影片向全国推广发行。

稻田摸鱼、品

尝新米、体验割

稻、文艺表演……

10月16日，新蔡

县在顿岗乡平楼

村举办首届稻香

节，村民们在稻田

间敲锣打鼓、载歌

载舞欢庆丰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

讯员宋超喜摄

本报讯（通讯员韩红蕾宋永亮记者

黄华）10月16日上午，中国·上蔡第十六

届重阳文化节开幕，开幕式上还同期举行

了“鹏宇杯”全国首届孝老爱亲摄影大赛

颁奖典礼。

本届重阳文化节坚持贴近群众、贴近

生活、贴近实际的原则，突出“尊老爱亲·

尚善”的宣传主题，弘扬中华孝道和敬老

之风，倡导和气致祥、睦邻友好的社会风

尚，以重阳文化系列节庆活动为载体，用

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承孝道

美德和重阳习俗，扩大上蔡知名度，努力

把上蔡打造成全国重阳文化的节庆盛典

地和孝文化传承中心。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0月16日，

武陟县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稻田

和车间里，一片忙碌景象……当日，质量

兴农万里行河南站活动在武陟县开展，

我省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

平台上线试运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步入“智慧农安”新阶段。

活动上，武陟县县长申琳介绍说，目

前，武陟县共有无公害农产品4个、绿色

食品18个、有机产品4个、地理标志产

品2个，全县“三品一标”面积达37.7万

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6.9%以上，拥有

“武陟大米”“菡香大米”等多个知名品

牌。为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

构，全县每个乡镇、办事处均建立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站。

据了解，今年7月起，农业农村部

在全国组织开展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

多角度展示监管工作成效，科学传播质

量安全知识，及时准确发布权威信息，

讲好质量安全故事，提振公众消费信

心。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员穆文涛）

“一幅画、一亩田，坐在家中就挣钱。”这是

郑州市上街区文化艺术小镇农民的真实写

照。上街区文化艺术小镇是中原地区首家

集农户培训、村民转型、文化产业发展、特

色小镇建设于一体的项目。目前，该小镇

有75家书画工作室，600人从事书画艺术

创作，线上线下销售自创书画艺术作品3

万件，实现年销售收入8000万元。

10月16日，上街区文化艺术小镇第

二届文化艺术节举行，书画交流展、精品

古董展、古玩交流展、大型玉石展等特色

文化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据了解，该

小镇以石嘴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马固博

文化艺术中心和书画文玩一条街为基

础，经营字画、奇石、古玩、玉器、根雕、红

色收藏等文化艺术品，已形成集观赏、收

藏、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专业文化市场。

“质量兴农万里行”走进武陟上蔡重阳文化节开幕

本报与河南豫剧院二团等联合主办

豫剧电影《子夜惊梦》看片会举行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现场会南阳观摩侧记

我省启动世界粮食日宣传活动

新蔡
稻香节
庆丰收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习中洋
武祥宇）在第五个国家扶贫日到来之际，

10月16日，邓州市开展2018年扶贫日送

文化、送科技、送健康集中示范活动，围绕

脱贫攻坚主题，突出贫困群众主体，宣传

扶贫政策。活动现场共演出文艺节目20

余个，向群众发放扶贫政策宣传彩页

5000余份，展出宣传版面130块，提供科

技服务198人次、解答政策类问题220

个，免费诊治患者260余人。

近年来，该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志智双扶，

创新扶贫方式方法，不断完善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

局，加快全市脱贫攻坚步伐。

邓州开展扶贫日集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