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看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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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宁县问题清零不留“锅底”

伊滨区寇店镇

垃圾分类让农村环境大变样

孟津县城关镇

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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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会盟镇

“三新”讲习课堂
讲出农业新天地

嵩县中药材打造脱贫新良方

深秋时节，洛宁县层林尽染，景色优

美。

马店镇张村贫困户夏四河的小院，白

墙灰砖，映着蓝天白云。小院一侧的木架

上，悬挂着一串串被编成辫子的玉米棒

子，远远看去，犹如一挂挂流淌着的金黄

色瀑布，把夏四河家的小院装扮得亮堂堂

的。

“房子顶是新弄的，屋子里外都是新

粉的，俺个人没出一分钱，真是感谢党和

政府的好政策……”说起自家享受到的好

政策，夏四河言语中充满了感激。

夏四河是张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家

中缺少土地，又有两个学生要供养，家里

生活一直很困难。

后来，夫妻俩到南方打工，家里的收

入比以往提高了些，可挣的钱夫妻俩总也

舍不得花，都想攒着给娃娃们上学用。俩

娃娃也都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但家里

老房子修缮的事儿，就只得一拖再拖。

今年9月中下旬，远在福建打工的夏

四河接到了驻村第一书记谭建勋的电话，

说要给他家免费修房子，这让夏四河喜出

望外。

漏雨的房顶要修，裂缝剥落的墙体要

修……半个多月过去，夏四河家的老房子

焕然一新。

“人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

窝，俺夫妻俩年纪都不小了。将来老了，

打不动工了，还是想回村里。房子翻修

了，俺夫妻俩老了也有个安稳的住处了。”

夏四河说。

目前，洛宁县享受到这项好政策的远

不止夏四河一人。洛宁县正在开展“问题

清零、入户提升”行动，其中就包括“安全

住房问题清零”，确保全县所有农户安全

住房达到100%。

今年9月，洛宁县聚焦脱贫摘帽目

标，持续深化“一转三推进”，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全面启动“问题

清零、入户提升”行动，“安全住房问题清

零”便是其中一项。

在“安全住房问题清零”行动中，对符

合农村危房标准的，按政策予以新建或修

缮；对不符合危房改造的破旧“问题房

屋”，实施“三改一拆”工程，即按照缺啥补

啥原则，改屋面轻微漏雨、改墙体裂缝及

墙皮剥落、改环境卫生，并对无修复价值

的老旧闲置房屋统一进行拆除，彻底消除

农村破旧房屋隐患。

经过现场核查，夏四河的老宅不属于

危房改造范围，但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修

缮。谭建勋说，除了危房改造，此次县、乡

两级财政为村里整合资金10万元，以村

为主体，对包括夏四河家在内的22户贫

困户和非贫困户的“问题房屋”统一进行

修缮。

“钱不多，既要花到刀刃上，也要‘肥

水不流外人田’。”谭建勋笑着说。一家一

户改墙、改厨、改园之类的小工程，看似不

起眼，但备料、砌墙、粉刷等工序一样不

少。考虑到在节约成本的同时增加贫困

群众的收入，村“两委”召集村内贫困家庭

的熟练匠人组成了施工队。

村里特意把朱京坡请了回来。朱京

坡是村里的脱贫户，靠金融扶贫贷款，在

县里开了一间建材门市。“吃水不忘挖井

人。党的好政策让咱家脱了贫，现在给乡

亲们干活，没啥说！”最近，朱京坡撂下县

城的生意，领着大家热火朝天地干了起

来。“质量就是咱的脸面，保准结实。”他拍

着胸脯承诺。

修旧建新，还要拆旧增绿。最近，村

里还对常年无人居住的150多间闲置旧

房统一进行拆除。“宽敞的地方建广场，狭

小的空间搞绿化，一定让村子旧貌换新

颜。”谭建勋信心十足。目前，他们已经着

手研究建设和绿化方案，入冬便可施工。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分类施策、补齐

短板。当下，不仅仅是住房安全，洛宁以

“问题清零、入户提升”行动为切入口，统

筹推进识别退出不精准问题清零、群众收

入计算不精准问题清零、安全饮水问题清

零、健康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问题清

零等12项“清零行动”，抓重点、补短板、

强弱项，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翻身仗，

确保如期摘帽、不留“锅底”。

“今年是洛宁县脱贫攻坚的决胜之

年，‘一转三推进’是重要的抓手，对转变

干部队伍作风，提升干部群众工作能力，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促进民生改善，推动

农村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全面

落实洛阳市委‘一转三推进’工作要求，洛

宁县开展脱贫攻坚‘问题清零、入户提升’

行动实施方案，对照12项清零任务，逐项

核对排查问题，全面动员，全力以赴，决战

决胜，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洛宁县委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
波杨灿辉王利娜）近日，在孟津县城关镇

召开的农业结构调整暨扶贫产业发展大

会上，该镇拿出107万元对实施农业结构

调整、走产业脱贫之路成绩突出的农户进

行奖补，鼓励他们在农业领域重点发展适

合本地种植的香辣花椒、油用牡丹和中药

材种植等高收益产业。

城关镇是县委、县政府所在地，但大

部分村庄散居在城北的山岭、沟壑之中，

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条件差，而且一直沿

袭着传统的冬小麦、秋玉米单一种植模

式，加上水利设施缺乏，这里十年九旱，收

成好赖要看“老天爷”的脸色。

为改变这种传统农作物种植收入低

下的现状，该镇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经

集体研究决定，全面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引导群众发展耐旱、高产、高效的香辣

花椒、油用牡丹和中药材种植等，实现“造

血式”发展。

如何尽快把镇党委、镇政府的决策转

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该镇组织村委干

部和群众代表，多次到山西省芮城县、陕

西省韩城市等特色种植区域参观考察学

习，让干部群众身临其境感受香辣花椒、

中药材等特色种植的经济效益和广阔市

场前景，彻底打消了他们思想上的顾虑。

为进一步激发群众调整产业结构的

积极性，迅速形成以花椒种植为重点、以药

材种植为亮点的集约化、集群化发展模式，

镇里专门出台了《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实施意见》，并对大力发展香辣花椒、油

用牡丹、中药材等特色种植的大户、合作

经济组织给予一定的资金奖补，标准为

发展香辣花椒种植的每亩每年补贴500

元，分三年发放，发展中药材种植的每亩

每年补贴100元（贫困户补贴200元），

发展油用牡丹种植达到标准的每亩每年补

贴600元。

杨庄村是该镇产业致富的老典型，花

椒种植户占全村总户数的90%，总面积达

2000亩，每年收获季节，来自山东、四川、

陕西等地的客商成群结队，年产值达200

万元。

眼下，走进城关镇的北部山村，遍布田

野的花椒树长势喜人，在微风中散发出淡

淡的椒香味。据统计，从去年8月至今，该

镇已新发展优质香辣花椒、油用牡丹、中药

材等特色种植6000多亩。其中，新发展香

辣花椒种植5100多亩，新发展中药材种植

500多亩，新发展油用牡丹种植400多

亩。其中，192户贫困户种植花椒462亩。

该镇党委书记尤迎斌说，城关镇将依

托现有产业优势，建设以徐岭村为中心，雷

庄、朱庄、孙沟为组团的中药材产业区；建

设以杨庄村为中心，缠阳、保障、狮子院、寨

沟、李窑为组团的花椒产业区；建设以九泉

为中心，贾滹沱等为组团的油用牡丹、中药

材产业区，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实现农

业结构调整新突破，推进乡村振兴。

体育明星参加国际大赛所用的泳

帽、泳镜，在一线城市广泛分布的品牌

女装专卖店，一个贫困县里的乡村产

业园……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关键

词，在宜阳县甘棠村的香鹿山镇扶贫

产业园内碰撞出精彩的扶贫产业“火

花”。

走进扶贫产业园，每个车间里的工

人都在忙忙碌碌、穿梭往来，多个扶贫车

间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体育用品生产车

间里，工作台整齐划一，工人们正在一丝

不苟地对产品进行修边、分拣、检验、贴

合格证,直到最后完成装袋。而那些泳

帽、泳镜、潜水镜、呼吸管、蛙鞋等产品畅

销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巴西等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俺也不知道啥大品牌，就觉着在

这干活挣钱不少，还能给上学娃子们

做饭，俺都在这干了两个多月了。”王

雪花是甘棠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因

家里有生病的老人和上学的孩子需要

照顾，所以不能外出打工。眼瞅着孩

子的学费和老人的医疗费迟迟没有着

落，王雪花很是发愁。当得知村里建

起了富隆特体育用品代加工的扶贫车

间，她赶紧过来报名，经过岗前培训，很

快就上手了，从产品的修边到装袋一系

列工序都轻车熟路。王雪花说：“以前

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无法外出打工

挣钱，家里生活很困难，现在在家门口

就能就业，还能照顾家里，一个月可以

挣1500多块钱，我对今后的生活充满

了希望。”

而在相邻的车间，电动缝纫机响个

不停，20多名女工忙而不乱，一块块服

装面料在缝纫机板上来回穿梭，一件件

崭新的上衣渐渐成型。打包区内制作完

成的女装整齐地挂着，等待打包后进入

一线城市专卖店售卖。

近年，香鹿山镇加快推进扶贫车间

建设，全镇新建改建扶贫车间8个，其中

樱桃沟、砖古窑、留村、叶庄、郭坪、香泉、

东韩等7个扶贫车间已经投用并产生效

益，贫困户脱下农装换工装，从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可实现每

月增收1200余元。

项目全部建成投用后，将带动周边

龙王、甘棠、段村、下河头、下韩等7个村

的300名农户或贫困户到厂内务工，扶

贫车间的建成使他们实现了从贫困户、

家庭主妇到工厂工人的华丽转变，预期

每户增收1万元以上。

10月28日清晨，洛阳市伊滨区寇

店镇舜帝庙村三辆蓝白相间的垃圾收集

车准时“唱歌”，驶向村民居住区。

一听到歌声，村民孙爱心立即走出

家门，拿着村里专配的垃圾箱，将自家生

活垃圾分类投入垃圾收集车。

垃圾车分成两个部分，车辆左侧写

着“会烂垃圾”，右侧写着“不会烂垃圾”。

“俺把菜叶子、瓜果皮放入‘会烂垃

圾’类，把报纸、瓶子、塑料袋放入‘不会

烂垃圾’类。”孙爱心说。

为何要用这样的称谓？伊滨区寇

店镇镇长王东伟说：“使用‘会烂垃圾’

‘不会烂垃圾’这种说法，便于农民理解

和执行。”

当日9时，三辆垃圾车满载而归，

回到该村垃圾分类中心，中心管理员赵

和长马上再次分类，将“会烂垃圾”放入

化粪池，将“不会烂垃圾”按照玻璃、金

属、塑料、纸品、编织、泡沫等类别进行

归类。

根据要求，会烂的一类垃圾将被

做成肥料；对于不会烂的一类，有再生

利用价值的进入废品回收渠道，没有

利用价值的被转运至垃圾中转站。对

废电池、废荧光灯等有毒垃圾，村民可

在村级商店用一个物品兑换一瓶矿泉

水，然后由镇政府联系相关企业进行

回收。

赵和长说：“通过垃圾分类，垃圾越

来越少了。以前，每天都要送一车垃圾

到垃圾中转站，现在每五天送一次。”

怎样让这项制度推行下去？舜帝

庙村有妙招。该村建立卫生“荣辱榜”

制度，每月评出垃圾分类做得较好的三

至五户和较差的三至五户。村民每正

确实施一次垃圾分类及投放计1分，满

100分可在村级商店兑换价值10元的

生活用品。村里的老党员、老教师、老

干部担任垃圾分类义务监督员，分包联

系农户，负责监督工作。

在大家的努力下，村里垃圾乱堆乱

放现象消失了，村民也养成了不乱扔垃

圾的好习惯。赵和长说，现在村里不少

儿童看到垃圾，也会主动地将其放在垃

圾桶里。垃圾分类处理使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一条条干净整洁、绿树成荫的

道路，让人心旷神怡。

目前，该村垃圾分类工作进展顺

利，初步建立了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及处置的管理和运行体系。

鉴于舜帝庙村的经验，寇店镇还在

其他村建立了5个垃圾分类中心，8月

底前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下一步

目标是垃圾分类处理实现21个村全覆

盖，促进农村环境改善。”王东伟信心满

满。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朱晓玲
崔继鹏）10月22日，孟津县会盟镇吕村

吕虎军家的稻田里格外热闹，一面面鲜

红的党员志愿服务队旗在金黄色稻田

的映衬下，十分夺目。孟津县2018年

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演示会暨会盟镇农

业技术推广“三新”讲习大课堂在这里举

行，全镇20个村（社区）党员志愿服务

队及附近水稻种植大户共计200余人参

加。

活动现场，县农机局专业技师现场讲

解了机械化收割、秸秆还田、土地深松、

免耕播种、无人机植保等一体化作业流

程，并向群众介绍了现代化农业机械的

好处。讲解间，数十亩稻田转眼已播种

上了小麦。大家认真观摩学习，不时询问

疑难问题，对新型“铁牛”耕作技术纷纷

点赞。

看着一袋袋稻谷颗粒归仓，小麦种

子下地，吕虎军惊叹道：“这机械化收割

播种真是又快又好！”吕虎军说，他家共

承包了110亩土地，单靠他和妻子真的是

忙不过来，如果分别找机械来完成作业，

不但成本高还费时间，现在有了这农业

生产“一条龙”服务，可以给他省下不少

钱！

会盟镇黄河滩涂辽阔，土地资源丰

富，是农业大镇，镇党委要求全镇20个村

（社区）“三新”讲习所结合村域特色、农令

时节开展形式多样的农业新技术培训。

该镇党委书记孙永伟说，举办“三新”讲习

大课堂，目的是让党的“声音”进万家，坚

持用“百姓话”讲好政策、讲好技术、讲农

业发展好方向，真正为广大党员群众“传

经送宝”。截至目前，该镇已举办各种形

式的“三新”讲习活动150余场，受益群众

1.26万人次。

在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路办事处二

郎庙村，提起78岁的麻六毛和他搭建的

“戏台”，不少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称赞他

自掏腰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

几年前，麻六毛在二郎庙村南边的

广场上看到几名戏迷在清唱，吸引了不

少行人驻足欣赏。由于缺少专业设备，

演出效果不佳，不仅表演者不能尽兴，听

众也不过瘾。

后来，麻六毛发现这些戏迷无论春

夏秋冬都坚持在此排练，一唱就是几个

小时，夏天衣衫被汗水湿透，冬天脸冻得

通红，这些人的举动打动了麻六毛。

2014年5月，麻六毛拿出3万余元

搭建戏台，购置音箱、话筒、灯具、桌凳、

幕布等设备，又在广场附近租了一间房，

粉刷后供戏迷们排练和存放设备。

唱戏、伴奏、灯光都离不开电，麻六

毛骑着电动车四处找人联系，最终为戏

迷们解决了用电问题，他又承担了每月

200多元的电费。

一切准备就绪，麻六毛热情地将戏

迷们邀请到这里排练。少了风吹日晒，

戏迷们排练得更加起劲了。今年66岁的

刘应军擅长拉弦，他说，麻六毛配备了齐

全的演出设备，除雨天外，每周三晚上戏

迷们汇聚一堂，为附近村民表演节目。

为了提高演出效果，每次演出前，麻

六毛都要与洛龙区和偃师、伊川等周边

县（市）及村里的戏迷、业余剧团多番沟

通，确定演出时间、节目内容。据不完全

统计，几年来，麻六毛组织演出140余场，

观众达5万余人次，戏迷们的烟、酒、茶等

招待，全由麻六毛免费提供。

“群众的欢乐，观众的高兴，就是我

的动力，助人为乐，何乐而不为呢！”麻六

毛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苗国
瑞 许金安）近一个月以来，在郑州某企

业打工的郭金利女士养成了一个习惯，

下班后总要掏出手机，登录“舌尖网”，看

看孩子在学校吃得咋样。“儿子正长身

体，知道他们在学校吃得不赖，但有这个

平台，吃啥喝啥，清清楚楚，我们家长放

心多了！”

郭女士的儿子是新安县新安产业集

聚区初级中学七年级的学生，母子相隔

300多公里，郭女士将这种方式形象地

比喻为“一键知温饱，千里面对面”。而

这得益于学校开学后上线的“互联网+

明厨亮灶”平台。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新安县

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多项举措，着

力提升食品安全工作水平，筑牢食品

安全防线，让群众吃得放心、安全、健

康。

在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

中，该县紧紧依托“智慧新安”建设，在

学校食堂厨房粗加工区、切配区、清洗

消毒区、备餐间等关键部位安装云摄

像头并连接“智慧新安”系统，公开接

受监督，让“神秘”的后厨重地从幕后

走到台前，使广大师生和家长能实时

直观地看到厨房食品加工制作环节、

餐具清洗消毒、食品贮存等关键区域

操作的全过程。同时，下大力气抓好

百姓食堂示范点和餐饮服务示范街创

建工作，以点带面，让餐饮单位和从业

人员学有参照、干有目标。积极推进

食品快检进农村集体聚餐、进学校食

堂、进农贸市场、进大型超市“四进”活

动，实施农村集体就餐示范点建设工

程，完善了“县级抓制度，重督查；乡级

抓备案，重培训；村级抓指导，重宣传”

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形成了各级政

府、聚餐举办者和承办厨师、基层食药

所监管人员和农村协管员信息员共同

负责的三方共管格局。

县食安办主任、食药监局局长王栋

表示，食品安全是一项民生工程，没有

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通过示范单位、

示范点、示范街、红旗店等创建工作，旨

在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增强

群众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品安全保障

水平。

目前，新安县48家学校食堂建成了

透明厨房，36家学校食堂成为“互联

网＋明厨亮灶”示范单位，培育了13家

“百姓食堂示范点”、7家餐饮服务红旗

店。

近年来，嵩县依托自然优势，重点发展中药材扶贫产业，强力助推脱贫攻坚工作，中药材种植面积近30万亩，年产量2.5万吨，产

值达3.1亿元。图为嵩县田湖镇党委书记王孝森（中）在该镇万亩丹参种植基地向客人介绍丹参。本报记者黄红立摄

编者按：今年是国家确定的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也是洛阳市脱贫攻坚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伊川、宜阳、洛宁、栾川4个县要实现脱贫摘帽。今年年初，洛阳市委、市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印发《关于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见》，全面部署脱贫攻坚“一转三推进”工作，即持续转变干
部作风，着力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进村入户，着力推进党的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落细，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本报今日起开设《脱
贫攻坚看洛阳》专栏，全力营造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的良好氛围，助推高质量打好脱贫攻坚总攻战。

宜阳县

小乡村里“走出”大品牌

新安县

筑牢食品安全网
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麻六毛 自费为戏迷搭“戏台”
■河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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