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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在睢县白庙乡土楼村文化扶贫大院，来自洛

阳的牡丹画名师胡怡（前排左二）在给喜爱绘画的农民传授牡丹

画创作技法。该文化扶贫大院今年4月成立，现有30余名村民

学习牡丹画创作，年龄最大者78岁，由洛阳来的6名画师长期

驻村指导，笔墨纸砚由包村干部免费提供。该村村民学习绘画

的热情十分高涨，两名村民创作的牡丹画已经卖出了1万余

元。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徐泽源摄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秦怡欣)“这个月工资不低，俺拿

了3200元，能给家人买点好吃的了。”

10月25日，淮滨县马集镇华亚花木空

中繁育公司的花圃基地里十分热闹，现

场100余名群众有说有笑，等着发工资。

“俺基地又引进了新品种花卉，可

漂亮啦！走，俺带你去瞅瞅。”在该公司

主管孙效华的热情引导下，记者来到了

一个花圃，花圃里的小花秀丽淡雅，一片

一片连起来，赛过巧手编织的花毯。“这

种花叫石竹花，耐寒，耐干旱，极易栽植，

花期长达半年，目前供不应求。”

“俺年纪大了，需要技术的活俺干

不了，重活累活也干不动，来这就干点

拔拔草、换换盆的轻活，一天最少能挣

70元，没事还能和工友们聊聊天，日子

过得充实有味。”贫困户李文芳一边拔

草一边说。

近年来，该县脱贫攻坚工作转入产

业扶贫阶段，花卉种植成为特色产业链

上的重要一环。该基地负责人肖士洲

利用资源优势，与马集镇政府合作，成

立了淮滨淮源苗木专业种植合作社，采

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免费

为贫困户供种供料并统一销售、聘请贫

困户到基地工作，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送人鲜花手留余香，教人种花处处

飘香。我从事花卉种植半辈子了，能为

大伙做点实事是为人生积福的好事。”

肖士洲说。目前，基地共带动近200余

户贫困户稳步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陈龙
江）“驻村第一书记传达的是党和政府

的政策，俺理解了。”10月25日，尉氏

县岗李乡东戎村贫困户杨范利听了驻

村第一书记袁伟讲解扶贫政策后，在脱

贫核查明白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

是岗李乡近期开展“提站位，转作风，促

提升”活动的一个缩影。

连日来，岗李乡在精准施策上再发

力，重点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致贫原因和

帮扶措施再比对、再核查，为对标、认领、

整改“补课”，要求38个行政村重新梳理、

对标省半年重点工作核查反馈问题的方

案、清单、台账，进一步细化完善帮扶措

施，因村施策，以问题整改补短板，提高

群众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和知晓率。

尉氏县岗李乡
精准施策助脱贫

淮滨县
贫困户养花增收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曲从
俊）10月25日，记者从漯河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获悉，今年以来，该区积极实施产

业支撑、社会帮扶、企业带贫、促进就业、

慈善资助等五项措施，有效促进贫困人

口增收脱贫。目前，全区37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已实现五项增收措施全覆盖，其

中35户已达脱贫标准。

该区依托产业支撑发展到户增收项

目。财政投资37万元，与信誉度较高、

发展前景较好的尚达商务中心、泰威物

流公司合作，按照户均1万元投资到上

述公司发展到户增收项目，企业按照年

固定收益不低于10%分红，期限为5年，

带动贫困户年均增收1000元。

该区制订了企业带贫方案，鼓励企

业开展联村带户活动，采取一对一、一

对多、多对一等帮带方式，签订带贫协

议。目前，贫困户已与辖区32家企业

达成带贫协议，直接带动贫困户37户

116人增收。卫龙食品公司设立了“互

爱扶贫基金”，首期捐助10万元，已救

助建档立卡贫困户5户，户均年增收1

万元。开发公益性岗位2个、卫生清洁

岗位8个，安排其他就业22人，使具备

就业条件的贫困人口全部就业。动员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结对帮扶，共有32名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结对帮扶较困难的

贫困户32户。

该区还采取“农信社+企业+政府+

贫困户”的帮扶模式，区财政出资50万

元设立风险补偿金，企业拿出一定资产

作抵押。召陵区农信社为开小差食品

有限公司发放为期三年的1000万元金

融扶贫贷款，利率4.75%，企业每年拿

出24万元用于助贫。截至目前，开小

差食品有限公司已经累计捐助扶贫资

金 12 万元，带动贫困户户均年增收

6400多元。

10月25日，记者走进濮阳县白堽

乡庞寨村贫困户石玉彬的丝瓜大棚，虽

然已是晚秋时节，但大棚内的丝瓜依旧

郁郁葱葱，一根根鲜嫩的丝瓜挂满藤架，

甚是诱人。“看，俺这丝瓜不仅产量高，今

年价格也好，光这两个棚俺就能净赚10

万元。”正在大棚内忙碌的石玉彬话语

间流露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48岁的石玉彬是2014年识别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当时，他父亲身患

脑梗，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家中

一对双胞胎儿子刚出生，也需要人照

顾。虽然他会电焊技术，外出务工收入

不低，但因父亲生病、儿子出生，他不得

不返回家中照顾家庭。父亲看病需要花

钱，给儿子买奶粉也需要花钱，没有了

务工收入，仅靠在家种几亩粮食入不敷

出，石玉彬家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纳入

贫困户后，石玉彬一家的生活有所改善，

但石玉彬心里清楚，扶贫政策再好，自己

也不能总等着坐享其成，要想彻底摆脱贫

困，还得靠自己的双手发展产业。和妻子

商量后，2015年底，他承包了7.5亩土

地，在到户增收项目扶持下，搭起了两

个大棚，于2016年开始种植丝瓜，当年

就收入十几万元，收回了成本。见到效

益后，石玉彬一家对脱贫越来越有信

心。为了拓宽增收渠道，2017年10月，

他又新上了一个养殖项目，引进两组

20头藏香猪种猪进行养殖，一头母猪一

年能生两窝小猪，一窝可生小猪8头到

10头，一头能卖400元左右，抛开成本，

养殖一年至少能净赚3万多元。如今，

石玉彬不仅自己靠大棚丝瓜、藏香猪有

了稳定收入，还带动村里其他4户贫困

户搞起了大棚丝瓜种植、一户贫困户养

起了藏香猪，他成了村里的脱贫带头

人。

今年9月，石玉彬主动提出脱贫申

请，他说：“我达到了脱贫条件，不但自己

要主动脱贫，还要帮助带动其他贫困户

一起脱贫。”石玉彬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

下准备成立公司，发展规模化养殖。

本报讯“派驻纪检监察组专司监

督执纪问责，要一门心思搞纪检，一心一

意抓监督。”10月25日，在临颍县纪委

监察委举办的派驻纪检监察组长培训班

上，到任不久的15名派驻纪检监察组长

集体以“学习姿态”开启履职尽责模式。

为期两天的集中培训班，把参观学

习县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作为开班“第一

课”，大家通过参观学习，受到了强烈的

思想震撼和心灵洗礼。接着，以“缺什么

补什么”的思路精心设置课程，兼顾理论

性、实践性和操作性。

“派驻纪检监察组长不仅要在业务

上适应纪检监察工作需要，更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县纪委监察委组织部负责人

说。

培训结束后，派驻纪检监察组长们纷

纷表示，今后要继续保持“学习姿态”，尽

快转变角色，尽快充实知识，力争成为一

名合格的纪检监察干部。（韩剑锋贾易）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原真真）“这确实是一项惠民政策，从

办理到领证没有花一分钱。它保护了我

们农民的合法权益，我拿到证心里很踏

实。”10月25日，宝丰县前营乡马庄村

村民王保太手捧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证

说。当天，平顶山市农村房屋不动产登

记证书首发仪式在前营乡马庄村举行，

25户村民领到了平顶山市首批房屋不

动产登记证书。

“开展农村房屋不动产登记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的重要抓手，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的重要体现，是加快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有效载体。农村不动产登

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

和房屋所有权进行确认和保护，将赋予

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平顶山市国土资

源局调研员朱国占说，农村不动产登记

不仅能够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提供准确

依据，也为推进乡村建设用地改革澄清

底数，加快资本向资产转化，为农村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对实施乡村振兴和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

义。

“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面对的是千

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农村稳

定大局。宝丰县确保年底前全面完成

3.6万本登记证书的发证任务。”宝丰县

国土资源局局长张义辉说。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10月28日上午8点20分，一架从西

安飞来的东航MU2291次航班，在空中

划了一道优美的弧线后，平稳降落在信

阳明港机场，标志着明港机场正式通航，

周边市民在本地坐飞机的梦想得以实

现。

在购票大厅，记者见到刚刚购到票

的明港居民戚文仙女士，她和家人准备

搭 乘 12 点 整 由 明 港 飞 往 佛 山 的

KN5881次航班去旅游。戚文仙说，“今

天能搭乘首航很幸运，期待着今后能多

开通航线。”

通航仪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说，明港机场

正式通航，实现了老区人民期盼多年的

飞天梦想，寄托着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架起了老

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空中桥梁，有利于

对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打造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豫南地

区重要支点，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开

放合作，增添了老区振兴发展的强大引

擎。

据了解，明港机场始建于1958年，

为空军备用机场，后来基本荒废。2011

年9月30日，明港机场军民合用项目获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复同意，2015年，明

港机场正式开工，成为全省同期规划建

设的4个支线机场中获批最先、推进最

快、通航最早的机场项目。明港机场军

民合用项目总投资3.56亿元，建设标准

为4C级国内支线机场，预计到2020年

和2040年，明港机场年旅客吞吐量、货

邮吞吐量分别达到50万人次和2500

吨、125万人次和9500吨。

今年5月4日，明港机场通过了模

拟机验证飞行，5月12日至5月18日

完成了投产前校验飞行，5月23日试飞

成功，7月12日至7月13日完成了改

扩建工程行业验收和使用许可证颁证

符合性检查，9月19日，民航中南地区

管理局批复颁发了明港机场使用许可

证。

明港机场通航后，将先期开通5条

航线、50多个航班，与北京、上海、广州、

重庆、杭州、西安等10个国内大中城市

实现直线互飞。

濮阳农民石玉彬由贫困户到脱贫带头人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五措施让贫困户持续增收

信阳明港机场正式通航

宝丰县

启动农村不动产登记工作

临颍县派驻纪检监察组

以“学习姿态”开启履职模式

本报讯 （记者田明）10月25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厅、省财

政厅在全省实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中等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特聘岗计划，

2018－2019学年，该计划第二批全省

共设置200个岗位。

我省根据各扶贫开发重点县中等

职业学校的需要统筹分配名额，每个兼

职教师特聘岗位补助资金3万元。此

次特聘岗设置范围为各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所属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课教

学岗位设置时限为2018年秋季学期至

2019年春季学期。

我省实施贫困县
中职兼职教师特岗计划

说起住院医疗救助政策，10月25

日，宜阳县香鹿山镇后庄村贫困户陈小

坤深有感触，他说：“这政策真好，党给了

俺第二生命！”

2017年10月，陈小坤突发昏迷被

送入县医院，诊断为右侧颈总动脉闭塞，

需要立即手术。家徒四壁，钱从哪来？

正发愁间，院方得知陈小坤是贫困

户，一分钱没交就把他安排到了贫困人

口爱心病房，开通了绿色就医通道，立即

安排手术。

陈小坤脱离生命危险安然返家，掰

着指头一算账：住院花费64318.79元，

城乡居民医保补助20922.5元，大病医

疗保险及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补助

30468.56元，县政府健康扶贫专项资金

补助12527.73元，自己就花了400元，

补偿比达 99.38%，个人自付费仅占

0.62%。

从此，陈小坤一家人成了党的好政

策的宣传员，总是跟亲朋好友夸党的政

策让老百姓敢看病、看得起病。

宜阳县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9598

户，贫困人口71805人，其中因病致贫

6324 户 21254 人 ，分 别 占 32.3% 、

29.6%；9种大病361人。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成为脱贫攻坚路上的一大阻碍。

宜阳县委、县政府在2016年出台了

《宜阳县卫生脱贫实施方案》，决定设立

健康扶贫专项资金，用于建档立卡贫困

户住院费用的减免，重点做好兜底补

偿。参合贫困患者在乡镇卫生院住院

者，自付费用全免；在县级医院住院者，

只需负担新农合起付线部分；患儿童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等10种重大疾病，在

省市县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住院

费用自付部分全免；患儿童先天性动脉

导管未闭等29种大病，在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出院时仅负担5000元以内自

付费部分，其余自付费用由县卫生专项

扶贫资金全部解决。

同时，为解决县、乡两级卫生机构人

才匮乏问题，使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

乡两级就诊，到乡镇卫生院开展会诊、手

术的市县级专家，每例每人补助300元；

对长期在县乡两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的

省市级专家，每年补助5000元。

据统计，仅今年1到8月份，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补助1.8万人次，补

助费用 1441.25 万元，实际补偿比达

97.3%，其中县级医院住院患者实际补偿

比提升了26个百分点，达95.7%，乡镇卫

生院个人自付费用为0，救助比例已达

100%，县外就诊仅有 240人次，占比

1.3%，实现了分级诊疗。县级医师对口

帮扶604人次，补助费用18.12万元，不

仅提升了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也切

实减轻了贫困人口经济负担。

宜阳县设立健康扶贫资金

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本报讯 (通讯员李骏鸣 毋昆 记者

冯佳志）10月23日一大早，武陟县大封

镇司马岗村村委会大院内就排起了长

龙：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40余人

来到司马岗村，开展“健康进万家”活动。

当天，医疗服务团队向群众发放宣

传单200份，重点人群采血化验298人，

做心电图285人、B超58人，体格检查

199人，完成家庭签约43户135人，专家

诊断指导126人。村民陈永斌告诉记

者：“我父亲今年86岁了，患有高血压，

经签约医生治疗，一个月时间就痊愈

了。”

“我们以‘健康进万家’活动为载体，

将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关口前

移，建立医疗服务队，市、县、乡、村四级

医疗机构联动，在全镇32个行政村开展

巡回义诊、慢性病指导、转诊等医疗和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大封镇卫生院院长文

明路说。

据了解，“健康进万家”活动由武陟

县卫生计生委和大封镇党委政府主导，

各村“两委”、镇卫生院组织实施，各级医

疗机构配合，本着不落一户、不少一人的

原则，不定期开展健康巡诊巡讲活动，使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多更优更便

捷的免费健康服务，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强有力的健康保障。

◀10月25日，沈丘县周营镇众鑫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

在观察生猪生长情况。该公司年出栏订单优质商品猪1.2万余

头，采取自动化养殖模式。近年来，该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推行

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循环模式，有效推动当地经济

发展和农民增收。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武陟县大封镇

开展“健康进万家”活动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张珂

本报讯（通讯员刘守良周学峰 记

者李燕）针对当前涉农交通违法多发、农

村道路安全监管存有“盲点”的情况，夏

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从10月份起，启动

为期3个月的“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月”涉

农宣传活动，强化对辖区农村居民的交

通安全宣传。

为营造浓厚的涉农交通安全宣传氛

围，该大队在公路沿线村庄刷写大型墙

体标语，设立交通安全宣传栏，每周深入

一所乡村中小学校进行安全宣讲，建立

乡村微信群，强化对农村居民的交通安

全宣传。

为保证宣传效果，辖区各中队民警

定期深入乡村，入户宣传，现场说法，向

村民讲解涉农交通违法的危害和安全避

险知识。

截至目前，该大队共刷写大型墙体

标语53条，制作交通安全宣传栏107

个，进入32所农村中小学校开展交通安

全宣传教育，发放各类交通安全宣传资

料10万余份。

夏邑县交警大队

开展农村交通安全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