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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 城区道路通畅 群众心情舒畅

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周年周年··基层行基层行

宜阳 村村通公交 出行真方便

我省因病致贫返贫人口两年减少58万

夯实基础 做强产业
努力实现高质量脱贫

武国定在驻马店和南阳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指出

40多本日记见证乡村变迁

我省确保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岩王
中华）近年来，郸城县以创建省级文明县

城为契机，在城区开展道路交通秩序专项

整治工作，以公安交警部门为主导，交通、

城管部门密切协作，从三个部门抽调118

人组成专业执法队伍，严厉打击三轮车非

法营运行为。自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以来，

拖离乱停乱放车辆5900余辆，查扣违规

电动三轮车18810车次，销毁非法营运车

辆55辆，城区17895辆非法营运三轮车

已看不到踪影。如今的郸城县城区，机动

车、行人各行其道，城区交通畅通了，群众

的心情舒畅了。

然而三年前，郸城县城区交通却不容

乐观。“每年进入腊月以后，城区新华路、

世纪大道这些主要路段到处都堵。尤其

是新华路商贸城，一公里左右的道路两个

小时你也过不去。”12月23日，提及三年

前的城区交通，出租车司机张师傅感触颇

深。

据郸城县公安局副政委、县城区道

路交通秩序整治办公室主任朱卫兵介

绍，2016年之前，郸城县城区共有非法

营运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以及家用三

轮车、四轮车17895辆，这些非法营运车

辆散布城区各主要路口、商场、学校、医

院门口拉客载客，既阻塞交通，又存在很

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必须实行城区交通

秩序专项整治，下大力气扭转交通秩序

混乱局面。

为此，郸城县政府开出多个“药方”进

行城区交通秩序专项整治。成立以公安

部门为主导的郸城县城区道路交通秩序

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组织协调。

结合各部门职责分工，成立8个执勤执法

中队、3个机动中队，通过细化任务，明确

责任，确保了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工作

层层落实和责任到人。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及公安交警等单位主管领导深入整

治工作第一线，督导检查执法人员执勤情

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一同开展执法检查、

教育规劝、政策宣传等工作。

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办公室按照

统一部署，科学排布，把集中巡查、重点路

口盘查、深化宣传走访等措施有机结合，在

7：30-9：00、10:30-13:30、16:00-18:30

人流车流高峰时间段全员上岗。工作中

坚决依法查扣取缔无证无照、非法营运的

两轮车、三轮车、四轮车。同时，还依法查

纠、劝阻教育进入限时限行区域内的违规

三轮车、四轮车，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城区道路交通秩序整治办公室实行

绩效考核制，对执法中队的出勤履职情况

进行督查评比，并将考核结果纳入执法队

员的年终考核内容。实行队长负责制，强

化城区道路交通管控责任，将城区分成8

个区域，全面落实定人、定岗、定责制，同

时实行“5+2”工作模式，进一步加强管控

整治力度。

▶下转第二版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杨寨村40来

年的大事小情，应该数我最清楚。当年做

梦也想不到会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

12月13日，上蔡县和店镇杨寨村党支部

书记李明生，在小方桌上依次摊开他的

40多本日记，慢慢聊起杨寨村的巨变。

1978年12月，16岁的李明生正在离

杨寨村30多里的蔡沟高中上学，当他背

着馍去学校路过大队部，听到大喇叭里播

放关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分田到户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时，既震惊又兴

奋。“国家在改革，我要上大学”，李明生决

定为自己的大学梦奋斗一番，但母亲的突

然离世彻底打破了李明生的大学梦。眼

看着在生产队当记工员的父亲带着他们

兄妹8人艰难度日，李明生决定放弃学

业，帮助父亲撑起这个家。

起初，李明生和父亲借钱建成了全村

第一个泥巴墙代销点，一天能赚一块多

钱，收入比当时的乡干部还高。种麦季

节，李明生从湖北运回几车磷肥，一个季

节下来能赚400多元。后来，他收粮食、

经营商砼、办企业，一时间成了当地有名

的“小能人”。

“没想到，上学时穷得叮当响，两个星

期才花5毛钱的一个农村穷小子，在改革

开放的政策下，成了‘先富起来’那一批

人。”李明生在日记里写道。

1983年10月，李明生被选为团支部

书记，此后相继担任计生专干、文书等职

务，由于他有学问、脑瓜活、人缘好，1997

年9月又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成为当

时和店乡最年轻的村支书。

“6月30日召开迎香港回归广播大

会”“7月20日付整理村室（装修三间）款

1850元”“9月7日给全村教师买教师节

礼品（床单28份）共728元”……“那些年

确实很忙，每次回到家里都是凌晨以后，

有时回到家天已经快要亮了，但睡之前也

要简单地把一天办的事记到日记上。”李

明生说。

近几年，杨寨村共改造贫困户危房

45户，总投资近100万元，修筑通村公路

10.8公里，安装光伏自发电路灯198盏，

种植行道树6600多棵，建成了文化广场、

小游园，图书馆藏书达1万多册，村办焦

馍厂与县里多家宾馆签订长期供销合同

并开展电商业务，10多名贫困户在厂里

务工，月均工资2000多元。

“12月10日，镇里召开国土绿化植树

造林会，没给杨寨村分任务，因为去年栽

的树活得好好的”“12月11日，和奎仁、建

修、三羊进城办成立专业合作的事，手续

多、程序多，再难也要坚持”“12月12日落

实县里‘冬季行动’动员会精神，对2018

年脱贫攻坚工作‘回头看’，上午整理台

账，下午走访贫困户张启云、张平伟 、朱

院民”……翻开李明生的日记，村里的工

作历历在目。

40年来，从烟盒大小的小红本，到两个

烟盒大小的小蓝本，再到32开、16开的黑

皮笔记本，李明生的笔记本越来越高级，本

子里记录的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富足。

“小富不能安，小康不能停。俺几个

商量着再干十来年，到改革开放50周年

的时候再交过‘接力棒’。到那时候，乡村

振兴了，会有大批有能力、有干劲的年轻

人愿意回老家发展。到时候，我看着泛黄

的日记本，享受着安逸的老年生活，心里

一定很满足。”李明生讲述着对未来生活

的憧憬。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永亮

本报讯（记者李政）12月 19日至

21日，副省长武国定到驻马店和南阳等

地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平舆县人民医院互联网分级诊疗健

康扶贫服务中心通过网络医疗服务平台

为基层群众、贫困患者开展向上向下远

程会诊、双向转诊等服务，武国定在该中

心观看了远程会诊的实时画面，询问了

医生的排班时间，并仔细查看了会诊病

例分析图和家庭医生签约档案，他表示，

互联网分级诊疗的模式实现了对患者的

精准治疗，方便了群众就医，这种模式值

得推广。

汝南县罗店镇邢桥村村民焦国民是

2017年的脱贫户，武国定来到焦国民家

中详细了解其家庭情况，对照脱贫明白

卡，逐一了解各项帮扶措施的落实情况，

并走进厨房查看自来水通水情况，他鼓

励焦国民，要坚定信心，争取早日走上富

裕路。武国定还叮嘱镇政府负责同志，

要引导农户利用好小额贷款资金，结合

实际进行生产经营，进一步放大效益，提

高收入。

泌阳县高邑乡食用菌产业基地通过

“政府建棚、服务社管棚、贫困户包棚”的

模式，实现了贫困户“零投入、零风险、稳

收益”的目标，武国定向基地负责人详细

了解了食用菌大棚的投资情况和收益情

况，仔细查看了菌包的木屑掺入量，他肯

定了该基地的模式，并提出在适当情况

下可以引进南方的菌草，用菌草代替木

屑，减少木材消耗量，创造更高的价值。

镇平县石佛寺镇赵湾村的羊肚菌种

植扶贫基地通过“村委+公司+合作社+

农户”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实现60户

贫困户今年的年度脱贫，武国定走进种

植大棚，仔细查看菌种的生长情况，并向

基地负责人了解羊肚菌的产量和收益情

况，他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羊肚菌等

高端菌类越来越受消费者认可，种植基

地可以差异化种植，建立自己的品牌，争

取打造全省最大的羊肚菌生产基地。

武国定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扎实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在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等工作上下功夫，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2月23日，在栾川县重渡沟管委会街上村一处猕猴桃种植园，洛阳君山酒业有限公司员工在给猕猴桃树剪枝。为带动当地贫困

户脱贫，该公司流转1300亩土地种植猕猴桃，吸纳16户贫困户进厂务工，并带动周边农民种植猕猴桃2万亩。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24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

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意见》（简称

《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省基本补

齐两类学校短板，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

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

乡村小规模学校（指不足100人的

村小学和教学点）和乡镇寄宿制学校是

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

存在硬件设施较差、教师待遇不高等问

题，是振兴乡村教育、推进城乡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短板。对此，《意见》提出，到

2020年，我省基本补齐两类学校短板，

进一步振兴乡村教育。

为进一步强化乡村学校师资建设，

我省要求对小规模学校实行编制倾斜政

策，对寄宿制学校适当增加编制，同时落

实和完善乡村教师工资待遇政策，确保

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

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从2019

年起，将乡镇、村、教学点教师生活补助

标准分别提高到200元/月、500元/月

和800元/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周伟
星）如今在宜阳县，随处可见穿梭在各个

村子里的客运车辆，村民们享受着和城

市居民一样的便捷出行，“乡村公交”已

成为该县农村的一张靓丽名片。

在宜阳县上观乡梨树沟村，一辆9

座的小巴车穿村而过，停在了村文化广

场附近的站牌下，村民霍捻子从车上走

下来。“一块钱直接坐到家门口，真方

便。”霍捻子说，到村里的客车一天有两

班，以后去赶集、串亲戚，都不用发愁交

通问题了。

目前，宜阳县共投入资金200余万

元，新批公交线路10条，新购置7台9座

客车、3台12座客车，延长调整公交线路

4条，新建公交车站牌484个，并根据距

离长短，分别将票价定为1元、2元，实现

了全县353个行政村全部通客车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2月24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根据交通

运输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

费实施方案》，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

节、国庆节四个法定节假日，实施小客车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所以，2019

年元旦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12月 21日，

“坤奥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展

开幕仪式，在南阳市溧河物流园热带雨

林馆举行。此次展出作品为“坤奥杯”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摄影大赛入围及获

奖作品，重点展现南阳改革开放40年来

发生的巨大变化，聚焦群众生活的美好

瞬间。

据了解，摄影大赛由宛城区委宣传

部、南阳市摄影家协会、宛城区文联主办，

南阳市坤奥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办。自

10月份征稿以来，共收到各地参赛作品

1600余幅，经过评选，78幅作品入选，28

幅作品获奖。

南阳举办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摄影展

元旦假期
高速通行不免费

栾川 忙冬管 保增产

据新华社郑州12月24日电 记者近日

从河南省卫健委获悉，河南省因病致贫、返贫

人口由2016年的170万减少到目前的111.56

万，减少58万多人，贫困群众就医保障力度不

断加大、贫困地区疾病防控能力不断增强。

据介绍，目前河南省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基本实现贫

困人口全覆盖，患者住院实际报销比例由

2016 年 的 52.25% 提 高 到 今 年 11 月 的

88.58%，提高了36.33个百分点；贫困人口疾

病分类救治率达到99.5%，9种大病集中救治

率达到99.82%，医保救助体系不断健全；大

力推进贫困地区“五个一”标准化建设，实施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项目348个，贫

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大大改善；优先在

贫困地区实施基层卫生“369人才工程”“等额

对调式”对口帮扶，解决了贫困地区医疗人才

短缺的难题。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刘象
乾）新郑市作为全国经济综合实力百强

县（市），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结对帮扶

南召县，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12月24

日，记者从新郑市委宣传部了解到，截至

目前，新郑、南召两地开展工作互访17

次，帮扶南召发展特色优势产业5个，各

项产业投资4000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4644个，支持帮助贫困村开展基础设施

项目3个，已拨付到位南召辛夷路建设

资金4480万元。

新郑市为了对南召县进行精准扶

持，明确提出重点推进“六个一批”，即引

进一批企业、扶持一批产业、转移一批劳

动力、帮扶一批乡镇、支持一批项目、培

训一批干部。按照“政府搭桥，企业唱

戏”的原则，新郑市和南召县共同确定酵

素、电商物流、乡村旅游、苗木花卉、艾草

等特色产业为帮扶产业，筛选出第一批

5个合作产业项目。

为保障贫困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新

郑市筹措财政资金援建南召县扶贫道路

辛夷路改扩建项目。该项目是新郑市援

建南召县的首批扶贫基础设施项目，通

过该项目的实施，能够解决南召县三个

乡镇22个行政村3.56万人安全便捷出

行和产业发展运输难题，目前项目正在

施工。

新郑结对帮扶南召
携手脱贫共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