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1月9日，南

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新闻发布会

在南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厅举行。

2018年，南阳市公安机关共打掉

黑恶犯罪团伙 119 个、涉案人员 977

名，其中打掉有组织犯罪团伙18个，打

掉恶势力犯罪集团52个，打掉恶势力

犯罪团伙49个，查封、扣押、冻结黑恶

势力涉案资产3.88亿元；南阳市检察机

关共批准逮捕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

447人，追捕28人，提起公诉334人，追

诉14人，向监察委移交黑恶势力保护

伞线索77条；南阳市两级法院共受理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55件 394人，其中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案件9件110人，恶势力案件46件284

人，审结涉黑案件7件83人，恶势力案

件42件262人。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王银乐)1月8日，宝丰县周庄镇井桥

村群众刘永奇和妻子张松香忙着为黑木

耳加盖“棉被”，为近期的大雪降温天气

提前做好准备。刘永奇介绍，2018年，

全家3口人通过发展黑木耳种植项目，

家庭年收入增加了3万余元，全家光荣

脱贫。

像刘永奇家一样，2018年通过产业

扶贫实现增收致富脱贫的贫困户在宝丰

县有1242户4093人。

2018年，宝丰县紧紧抓住产业带动

增收这个关键点，把产业扶贫作为实现

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手段，不断创新思

路，推动产业发展，促进脱贫致富。截至

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扶贫企业125个带

贫13054户（次），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

叠加率达4.0以上，户均受益额度13000

元以上；特别是通过实施订单农业“抱团

发展产业”的自主创业贫困户有692户，

户均年增收3600元以上。

脱贫攻坚战开展以来，宝丰县按照

“县有支柱产业、乡有主导产业、村有特

色产业、户有致富项目”的发展思路，推

进产业扶贫工作，同时加大财政投入，为

贫困户增收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培
珠杨沛洁）记者1月8日从叶县了解到，

2018年，叶县有4201户13012人光荣

脱贫，顺利完成省下达给该县农村贫困

人口减贫10200人的任务。

去年以来，该县紧扣“脱贫摘帽”目

标，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组织开展“脱

贫百日攻坚提升”行动暨问题整改春季

攻势、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干一百天行

动等，采取超常规举措，精准发力、交叉

作业、尽锐出战，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稳步开展。

该县确定了光伏产业、特色种植

业、畜牧养殖业、加工业、电商流通产业

和乡村旅游产业六大支柱产业，根据贫

困户的自身条件支持、鼓励其发展力所

能及的产业，实现脱贫增收。争取资金

支持，确保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

障、安全饮水、低保五保等扶贫政策落实

到位。同时，把金融扶贫作为突破资金

瓶颈、壮大产业扶贫的关键举措，截至去

年12月底，全县累计投放小额扶贫贷款

7.12亿元，带动贫困户19790户。目前，

叶县123个贫困村已累计退出119个，

基本实现了贫困户能脱贫尽脱贫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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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
汝涛）“俺老伴多年瘫痪在床，我年龄

大也照顾不了。有了医养结合中心，

不光有吃有喝，医护人员每天都过来

检查身体，晚年生活不用担心了。”1

月10日，在商水县练集镇卫生院医养

结合中心，66岁的五所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五保老人刘桂英正在接受医疗

保健服务时说。

近年来，练集镇整合辖区医疗、卫

生、养老、康复等资源，积极探索“医、

养、护、康”四位一体的新型健康扶贫

养老模式，推行由政府兜底保障的孤

寡、贫困家庭失能人员集中供养机制，

满足因病致贫、因残致贫、五保、孤寡

老人、丧失劳动力的等贫困人群的基

本医疗养老服务需求。目前，该中心

已收住特困孤寡老人80人、建档立卡

失能老人19人、低保困难失能老人16

人。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锐
张群生）“我在这住12年了，一年比一

年好，敬老院比过去地主的房子都好，

国家对俺这些五保户太好了。”1月5

日，正阳县寒冻镇敬老院周广顺老人

从民政所所长王文栋手中接过新被子

和五件套时说。

正阳县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

为困难群体办实事、解疑难，着力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民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2018年，投资1500多万元，对

7个乡镇敬老院进行了标准化升级改

造。同时，对社会福利中心及乡镇敬

老院管理服务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

他们认识到护理服务是技术性服务，

更是感情性服务。在此基础上，借鉴

外地经验，制定了规范化服务标准，使

管理服务工作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1月8日，在民权县南华街道办事处的产业集聚区，河南宏星华铝业有限公司的工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生产铝型材。2018年，该

街道办事处招商引资企业达到35个，让当地经济得以高速发展。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增峰摄

1月6日，走进泌阳县杨家集镇孟岗

村，精美的文化墙不断映入眼帘，宽敞干

净的文化广场上村民在冬日的阳光下娱

乐锻炼，一路靓丽洁净，错落有致的民居

宅院与其融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乡村画

卷，处处焕发着勃勃生机。

“以前孟岗村是个贫困村，党的脱贫

攻坚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如一缕春风，给

孟岗村送来了脱贫的‘金钥匙’，村民的幸

福感与日俱增。”村党支部书记李慧卿说。

前些年，村环境卫生差，村民收入低，

有怨气。为了让村变美，提高村民幸福

感，在省政府金融办派驻孟岗村原第一书

记吕建功和现任第一书记胡海波的积极

努力下，村党支部主动争取上级政府和帮

扶单位省政府金融办的帮助，全力打造宜

居宜业的美丽乡村。

2015年以来，他们先后为村里争取

资金510万元，修缮和硬化道路17000

米，解决出行难问题；硬化村文化活动广

场，建设村级文化活动室；实施农村公路

安防工程建设项目，为村里安装太阳能路

灯、监控设备等。村子一年一变样，村民

精神文化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逐渐有了

精神头儿，为乡村振兴点亮一盏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前，村里有

‘集体’无‘经济’，想为百姓做点事总是力

不从心。”李慧卿说。2017年，县财政投

资197万元，建成了占地6亩 300千瓦小

型光伏发电站，预计年收益20万元，上半

年已实现贫困户人均500元分红。同年，

孟岗村与驻马店华创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协议，将省集体经济试点村项目资金

150万元投资到华创光伏，每年为孟岗村

分红15万元，连续分红三年，实现村集体

经济增收45万元，结束了集体收入为

“零”的历史。

“富集体”带来可喜“连锁反应”。村

集体“有钱了”，产业日渐兴旺、社会治理

改善等一系列可喜的“连锁反应”正在发

生。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让他们自觉站前列、打头阵、

当标杆、做模范，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

村民搞建设、谋发展、创文明、添美景。党

员带头发展香菇种植和大棚蔬菜种植和

特色养殖，一项项脱贫产业如雨后春笋般

落地开花，沉甸甸的“穷帽”被摘掉。

“这段时间，镇村干部经常到俺们家，

听听大家对改善环境的意见建议，我们打

心眼里高兴。”村民王清春伸出了大拇指。

村里外出的年轻人春节过年回来，都说村

里的变化太大了，纷纷拍照发到朋友圈。

现在，不光是村子的“颜值”高了，就连内涵

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村民素质也提高了。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杨绪伟）“河长上了岗，河水变了样。”1

月7日，在信阳市商城县陶家河岸边，赤

城街道办事处居民陈刚指着不远处的河

长制公示牌说，“以前陶家河乱扔乱排严

重，河面到处是漂浮物，河水有异味，是河

长制的实施，让现在的陶家河清波荡漾。”

商城县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上游，水

资源丰富，河库密布，有大小河支流 728

条，大、中、小型水库162座。近年来，该县

以责任落实促工作落实，全面实行河长制，

让每条河流都有了“健康守护人”。

据了解，该县共有各级河长509名，

其中县级河长37名，由县处级干部担任，

乡级河长151名，村级河长321名，监管

范围覆盖该县所有的水库、河流及渠、塘、

堰、坝等小微水体。

“河长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责任。”该

县河长办主任王水说，根据规定，对所负责

河湖，县级河长每月巡查不少于1次，乡级

河长每旬巡查不少于1次，村级河长开展

日常性巡查，每周不少于3次，并为每一条

河流聘请社会监督员和日常保洁员。

以“河长制”落实实现“河长治”。该

县开展以清除河库垃圾、杂物、违建等为

主要内容的“三清一净”河流清洁行动，累

计清除垃圾杂物约6000立方米，取缔库

区网箱养鱼500网，排污口整治3处，自

查并整改各类问题170多个。另外，还持

续开展水生态修复工作，2018年新增治

理水土流失面积16平方公里，完成坡耕

地1000亩。

河流污染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

商城县探索推进“水岸同治”，完成16个

乡镇23个重点村污水处理系统工程可研

报告编制，在96个村进行新建改建公共

卫生厕所，依法强制关闭境内违法采砂点

47处，关闭沿河未达标排放大型养殖企

业3个。

为保障河长制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该县进一步建立完善巡查督查、清理管

护、应急处置、联动执法、评价考核、后勤

保障等一系列河长制制度机制。

截至目前，该县2018年度节水控水、

水污染防控及地表水质改善、水生态环境

治理、农村人居水环境整治、河（湖）长制

能力建设等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全县

河流均达到Ⅲ类及其以上水质标准，重要

河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100%，畜

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率达

82%以上，一个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

生态文明新商城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10日，由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举办的“人社普法惠

民生”全省人社系统法治知识竞赛在郑州

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0支代表队进入

到普法竞赛决赛。

据了解，此次竞赛以“建设法治人社、

提升法治素养”为主题，以宪法、党内法

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为主要内

容，省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相关政策和法

律通用知识为补充，旨在深入宣讲宪法、

宣传人社领域法律法规。2019年2月28

日前，公众可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河南12333等微信公众号或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官网等多种方式参与网络答题。

本报讯（记者孙玮）1月3日，随着延

津县司寨乡尹柳洼村地埋管道成功试水，

涉及该县2个乡镇、8个行政村，建设规模

2.438万亩的延津县2018年度农田水利

项目县项目已基本完工。

截至目前，延津县2018年度农田水

利项目县工程建设项目共完成新打机井

85眼，配套钢制井堡372台套，配套潜水

泵372台套，已开始进行综合调试及验收

工作。该项目完工后本着有利于管理和

运行，群众满意、长期受益的原则确定产

权归属，将项目资产移交给项目区受益村

庄及农民用户水协会并制定相应的管护

制度。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李春
灵）近日，襄城县麦岭镇东坡方村村部前

的广场上，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村民。该

村支部书记方立红，向前来参加“党建+”

逐村观摩的镇领导和29个村支部书记，

介绍村里以党建引领促发展的有关情况。

近年来，麦岭镇党委围绕“改进作

风、勤政为民、改善民生、确保稳定、促进

发展、努力完成脱贫攻坚、环境治理、乡

村振兴三大任务”总体思路，开展纪律作

风整顿和以案促改廉政教育活动，结合

换届选举，全面加强村级基层组织建设。

促进村里发展，不但要选强一个好

支书，更要建立一个好支部，麦岭镇把农

村党员的管理和素质提升作为党建的硬

指标，支部“三会一课”制度雷打不动，

“主题党日”活动丰富多彩。

麦岭镇“党建+”激活了乡村工作的

一池春水。全镇党员干部变“要你干为

我要干”；党委一声令下，全镇党员干部

雷厉风行。截至2018年年底，全镇通过

党建扶贫、政策扶贫、产业扶贫，已实现

113户共305人稳定脱贫。

镇党委书记井卫东表示，“党建+”带

来了新气象、“党建+”带来了大变化。今

年麦岭镇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处处呈现一派祥和。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克峻）

“俺年纪虽说大了，但俺能干得动就不能

坐着等吃等喝，靠着政府救济。”1月9日，

平舆县古槐街道冯楼居委会冯楼一组居

民冯苟孩卖掉刚出栏的两头牛，拿到

13850元时说。

冯苟孩家里3口人，儿子冯文亮重度

智力残疾二级。老两口年老体弱，家里生

活仅靠 2亩地和有限的低保收入来维

持。2017年5月，冯苟孩家被纳入贫困

户，驻村第一书记杨超有空往他家跑，鼓

励他树立生活的信心，与他一起筹划脱贫

办法。在得知冯苟孩，年轻时在生产队里

当过饲养员，有丰富的养牛经验时，就鼓

励他发挥特长，发展养牛产业。

“感谢党的好政策，咱们要不好好干，

再好的政策也没用，咱们不能对不起帮咱

的干部，不能拖大家的后腿.”冯苟孩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近日，在禹州市颍川街道锦绣社区

“读书角”，每天都有群众在这里静静地

看书。到社区去读书已成为居民的习

惯，“书香锦绣”也成了该社区响当当的

对外形象和党建品牌。

锦绣社区位于禹州市区东南部，已

入住1745户6108人。周边有市实验学

校、第二市直幼儿园两所学校以及多家

教育培训机构，是典型的学区房。

2017年，锦绣社区党支部成立，闫小

雨被组织上选派担任党支部书记，经过

走访调查她发现，文化教育是社区工作

的一个切入点。

社区成立之初就成立了读书会，购

买图书3500余册，设立五个“读书角”，

让社区群众每天都可以静心阅读。“以前

送完孙子上学，我们几个老太太打牌，经

常因为输赢几块钱，吵得面红脖子粗。

现在来社区看看书，连媳妇都夸我有

品位！”64岁的尹玲芳说。

为了解除上班族孩子放学无人照看

的后顾之忧，社区与学校联合开办了“四

点半课堂”，让志愿者老师专业辅导。“俺

孩子在四点半课堂不但有老师辅导作

业，还能阅读课外书，扩大知识面。”居民

康小灿说。

社区党支部根据初中学生的特点，

积极开展“党建带团建”活动。通过与团

市委、街道团委对接，每季度组织党员给

团员学生上一次党课，每月组织一次党

团员活动，先后举办了“致青春”读书活

动和“传承雷锋精神、建功两美禹州”等

志愿活动。根据群众的需求，积极举办

各种“文化活动”，把“书香锦绣”打造成

凝聚社区群众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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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县孟岗村

旧貌换新颜 小村生巨变

商城县 落实“河长制”实现“河长治”

民权 招商引资显成效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

禹州市锦绣社区

贴近群众需求 打造党建品牌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延津县

加快农田水利建设

平舆县冯楼居委会冯苟孩

自我发展干劲足

襄城县麦岭镇

“党建+”带来乡村大变化

商水县练集镇

孤寡失能老人搬进“馨”家

正阳县

让孤寡困难群众过上好日子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人社普法惠民生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
云涛）“幸福苑办得真好，我们这些老

姐妹能在这寒冷的冬天聚在这里说说

话、耍耍牌，心里乐得很。”1月5日，沁

阳市紫陵镇范村的李大娘说。

几天前，范村老年幸福苑举行揭

牌仪式。该村幸福苑建筑面积600余

平方米，可以满足本村80余名老年人

相聚交流、娱乐健身、就餐及休息等多

项需求。

“2018年以来，镇党委依托党建

阵地，拓宽便民服务功能，立足‘老有

所养、老有所享、老有所乐’，致力营造

关心老人、尊敬老人的社会氛围，先后

建立坞头村、东庄村、范村三个老年幸

福苑，为广大老年人提供快乐健康的

生活环境，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

数。”紫陵镇党委书记李立强说。

沁阳市紫陵镇

老年幸福苑里欢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