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马少磊
陆航）在5月20日至21日召开的全国地方

政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孟津县作为全省

唯一的县（市）区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介

绍了该县政协系统的“党建+双联”模式。

“党建+双联”模式，即党支部建在界

别+建立委员联络机制+构建委员联系活

动载体，使委员履职更有引领、更有载体、

更有保障、更有成效。

“抓好政协工作必须首先抓好政协党

建工作。”孟津县政协主席牛中原在发言时

表示，该县探索实行“界别党委+界别党支

部”的方式，实现了政协党的组织和党的工

作两个全覆盖：成立“中共政协孟津县第九

届委员会界别委员会”，即“界别党委”，与

政协党组实行“一套班子两个机构”；在界

别党委领导下，在10个界别组设立功能型

党支部，采取“六不”：不转组织关系、不发

展党员、不处分党员、不收缴党费、不选举

党代表、不进行换届；建立“六项制度”：党

组成员联系界别制度、学习座谈制度、党员

委员联系非党员委员制度、参加双重组织

生活制度、学习制度、党员常委履职点评制

度，加强党员委员管理，有效解决了党组织

的设立、管辖等问题。

孟津县政协
“党建+双联”模式
受到全国关注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高原 庞
书宁）近年来，沁阳市以社会扶贫为主线，

以引领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长效脱贫、

防止返贫为目标，搭建贫困户需求和社会

资源对接的平台，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

广的“互联网+”社会扶贫新路子。

创新“互联网+医养中心”模式，开展

“集中帮扶”。该市建立重度残疾人医养中

心，按照“扶贫搭台、医院运营、残联监督、

医共体兜底”的模式运营。

创新“互联网+带贫基地”模式，开展

“就业帮扶”。根据全市贫困户发布的“就

业增收”需求，组建“带贫企业大联盟”，开

展“中国社会扶贫网”乡、村服务站点进基

地活动。

创新“互联网+爱心超市”模式，开展

“励志帮扶”。探索建立爱心超市和“中国

社会扶贫网爱心超市服务点”，采取“线上

发布+线下采购+积分兑换”的模式运行。

创新“互联网+消费扶贫”模式，开展

“增收帮扶”。打造综合服务中心，鼓励电

商企业开展公益销售。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吉海
静）“在家门口就能学会一门手艺，还有

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赚钱持家两不误，年

节还有福利发放，家里的日子是越来越

好。”5月27日，在南乐县谷金楼乡吴家

屯村扶贫就业基地上班的吴家屯村贫困

户郭江珍说。

郭江珍所在的谷金楼乡吴家屯村扶

贫就业基地成立于今年4月份，占地面

积7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

米，生产车间内摆放着70余台缝纫机

器，主要从事帽子加工。目前，正处于招

工、培训和试生产阶段。

据了解，车间对员工年龄、文化程

度、身体等方面没有过高要求，像郭江

珍这样的贫困户还有6名，灵活自由的

生产方式，更适合于贫困家庭的劳动

力。

“学徒期每月至少1500元的工资，

群众可就近打工实现增收，企业招工难

问题也解决了，为周边村庄的贫困户和

群众提供了学习技能、就业、脱贫致富的

平台。”公司负责人梁利伟介绍。

为帮助群众脱贫，谷金楼乡在加大

招商引资的同时，以安排贫困人口就业

岗位多的企业为重点，积极创建扶贫基

地，并给予一定的奖扶资金，鼓励企业为

贫困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今年俺家光草莓就卖了10来万

元。这可多亏了县农商行的大力支持

呀……”5月25日，确山县留庄镇崔楼

村二组贫困户崔天军提起自己的帮扶

单位，说不尽的感激话。

崔天军本有一个4口的幸福之家，

2012年，妻子外出务工后突然失联。为

了寻找妻子，他将两个儿子托付给母亲

照管，自己四处寻找，花尽了所有积蓄，

然而却没有任何关于妻子的消息。

妻子杳无音信，两个孩子要抚养，让

原本还过得去的家庭日益艰难起来，过

去很少做家务的他现在是又当爹又当

娘。老实巴交的崔天军一度对生活失去

了信心。“那时候真是死的心思都有了。”

崔天军说。

2017年 3月28日，刚到任不久的

确山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斌崔

天军家走访，了解到他家情况后，李斌

鼓励他说：“天军，啥困难都是暂时的，

你大儿子上大学，一来国家有扶贫助学

金，二来我们也会给予资助，他毕业后

就可以工作了。只要肯干就没有过不

去的坎。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结对

帮扶对象，有啥难处我都可以帮你想办

法。”

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给崔天军带来

了希望，鼓足了勇气。他表示，自己想种

草莓，可是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支持。李

斌当即安排随行的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

理刘刚对崔天军所需贷款进行调查。当

天下午，刘刚就带领两名客户经理完成

了贷前调查。3天后，5万元小额扶贫贴

息贷款便打到了崔天军的卡上。

有了钱，崔天军很快买来 10 万

棵草莓苗移栽到大田，浇水、施肥、锄

草……崔天军每天都在草莓地里不停

忙碌着，看着草莓苗在自己的精心侍

弄下开花结果，崔天军的脸上爬满了

笑容。

春节前夕，看着一串串渐渐由青变

红的草莓果，崔天军高兴之余又犯了

愁，到时候这么多草莓一起成熟，咋卖

呢？他找到确山农商银行驻村帮扶队

员臧换成帮忙。臧换成说，这个你放

心，我们李董事长早就替你想到了，已

经安排我与周边的几家超市联系好了，

到时候你只管把草莓送过去就行了。

当年，崔天军的草莓共卖了7.2万多元，

一举摘掉了贫困帽子，多次受到县、镇

领导表扬，还被评为2018年度驻马店

市脱贫致富标兵。

种草莓初次成功使崔天军干劲更

足了。今年4月中旬，由于草莓大量上

市，他的部分成熟草莓不能及时进入超

市。臧换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与行

领导联系安排10多名员工帮助他采摘

草莓300多斤，并按市场价当场全部购

买。5月初，崔天军的草莓基本“罢园”，

他粗略一算，今年草莓一共卖了10万

多元。

如今的崔天军走起路来分外精神，

大儿子崔学良即将在河南财经大学毕

业，小儿子也上了小学三年级。家里有

电器，银行有存款，穿戴时常翻新。“我能

有今天，一是多亏党的扶贫政策好，二是

多亏我的帮扶人李斌董事长的关心帮

助，做人要知道感恩，我一定要好好干，

在小康路上力争当个领头羊。”崔天军

说。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28日，我省

首届“河南最美孝心少年”颁奖典礼在

河南艺术中心举行。10位少年被评为

“河南最美孝心少年”。

首届“河南最美孝心少年”分别

是：为父捐髓的焦作市山阳区焦东路

小学学生石翔文；帮助重病父亲康复

的济源市王屋镇第一中学学生成汶

洋；带着父亲上学的三门峡市陕州中

学学生任淑娅；传播爱心、热心公益的

郑州中学学生李子昂；乐观面对生活

的漯河市临颍县杜曲镇第一初级中学

学生李婧源；照顾重病父亲、积极面对

命运挑战的信阳市商城县上石桥镇第

二中学学生肖乃军；唤醒植物人妈妈的

驻马店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陈坤阳、陈

宗阳姐弟；勇挑多舛家庭重担的兰考县

航海路中学学生胡淼淼；课余时间帮父

母养家的河南省实验中学学生倪焜峰；

精心照顾年迈奶奶和瘫痪在床父亲的

洛阳市孟津县横水镇第二初级中学学

生韩佳林。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28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今年高考，我省继续实

行“无声入场”，考生禁带金属物品，需

提前准备合格衣物。6月6日下午，考

生察看考点、考场，进行身份验证、“无

声入场”金属探测演练。

“无声入场”即考生入场需接受金

属探测器检查，无报警声响方可入场。

严禁考生携带各种具有发送或接收信

息功能的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扫

描设备；手表等计时工具；涂改液、修正

带等各种文具。严禁穿戴有金属物品

的服装、鞋帽、腰带、首饰。钥匙、硬币、

磁卡等铁磁性物品，各种食品、饮品和

其他非考试必需物品也都不能带入考

场。

考生因身体原因需要带入的特殊

物品，须由负责该生高考体检的医疗机

构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和考区招办出具

的审核材料，考生应不迟于考试前一周

办理所需手续，入场受检时出示以上证

明材料。

考生应提前准备好衣服、鞋子。建

议穿着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

金属制品的鞋子。允许考生眼镜含有

金属配件。考生及家长要提前做好准

备，反复检查确保不携带任何违禁品，

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本报讯（记者田明）5月29日，记者

获悉，为切实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引领当代大学生弘扬优秀民族文

化，按照部署，2019年省教育厅、省文化

和旅游厅等部门继续组织开展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

据悉，活动旨在以美育人、以美化

人，通过了解优秀民族文化和人类优

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更好构筑中

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让广大

青年学生在艺术学习的过程中了解中

华文化变迁，触摸中华文化脉络，汲取

中华文化艺术的精髓，提高审美和人

文素养，塑造美好心灵，坚定文化自

信。

本报讯（记者杨青）为扩大提高民

族运动会的宣传面，汇聚人人参与、人人

支持的强大合力，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100天倒计时

活动暨安保誓师大会，5月31日将在郑

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广场举办。

据了解，即日起至6月30日，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执委会办公室

将在郑州市招募城市志愿者2万名。凡

年龄在16岁至60周岁之间，政治坚定、

乐于奉献，文明有礼、乐观向上，能够确

保参加城市志愿者培训，具备相应知识、

技能和身体条件的，均可登录“志愿郑

州”网站报名。

5月26日，济源市思礼镇涧南庄村居民在村中新建的产业广场观赏“丰收篮”。近

年来，该村积极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实现“三权分置”，形成小型工业、设施农业、苗木花卉

“三大产业”布局，激活了发展动能。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世玉摄

综合新闻 2 农村版
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躬亿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徐渊 校对∶段俊韶

确山县崔楼村崔天军

从贫困户成为小康路上“领头羊”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马爱国

沁阳市
创建社会扶贫新模式

首届“河南最美孝心少年”评出

我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启动

南乐县吴家屯村 贫困户家门口赚钱持家两不误

今年高考继续实行“无声入场”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百日倒计时明天启动

5月28日，在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白营村壹加壹种植专业合作社，工人们在将速冻后粉碎的荠荠菜进行包装。该合作社2017

年成立以来，带动当地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仅荠荠菜就种植了5000余亩，每亩纯收入达4000余元。该合作社

还提供了8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20人，入社农民近200户，引导农民种植蔬菜脱贫致富。本报记者 杨远高摄

脱贫攻坚进行时

“不图名，不图钱，就图个良心”
上接第一版
“李哥在村里开了个小超市，但一个

月也挣不了三五百块钱，家庭条件也不

好。为节省开支，尚画嫂子就在家里纳鞋

底，做鞋帮，制作成合适的布鞋，给两位老

人和家人穿，辛辛苦苦勤俭过日子。因为

是村干部，没法评为贫困户，享受不到低

保等补助的，但人家从来没有抱怨过什

么，也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说起李启

民两口子的事情，来自平顶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驻村工作队员李鹏旭感动地说。

“以前村里有个别人不理解，说李启

民两口子伺候两人是图人家的五保金。

这可把我给气坏了。”李建林说，“我告诉

那些村民，我了解国家的补助政策，近两

年国家搞扶贫，五保户涨到现在的一个

月350元，加上每月的护理费71元，两人

一月总共才800多块钱，像他们两人现在

的情况，一个月给你2000块钱你伺候不

伺候？一下子把他们几个给说得无地自

容。如今，俺全村人都了解了实情，对李

启民两口子的仁义佩服得不得了。”

李启民的老父亲李克金今年已经78

岁了，看到自己的儿子儿媳照顾着两位

老人不容易，为了减少孩子的麻烦，老人

执意在老房子里一个人生活。但李启民

隔三差五地就把磨好的面、做好的面条

和地里的蔬菜送过去。改善生活时，也

会记得给老人送过去一碗。

“俺娘家娘也80多岁了，虽然离俺村

只有5里地，由于我需要照看他俩，很少回

娘家，总觉得愧对自己的老母亲。”说起这

事时，尚画眼眶湿润，声音变小。

“李克金也是个老党员，曾干过村党

支部书记，是个热心肠的人，作风正派。

李启民能够这么做，与老人家的从小教

育分不开。”说起村“两委”干部里面有这

么一个仁义厚道有爱心的人，李建林很

是自豪。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积极探索人居环境改善新模式

上接第一版
5月25日下午，武国定一行深入平

桥区明港镇的吴堂村、邹庄村、何岗村、

新集村等村，调研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

厕所改造、污水处理等工作。武国定每

到一户村民家，必先到卫生间察看。在

何岗村因车祸导致残疾的白兴囯家，看

到卫生间整洁干净，赞扬说：不错，堪比

城市卫生间。在新集村，武国定查看村

垃圾分类中心之后指出，这是解决农村

环境卫生问题的有效方法，要好好总

结，大力推广。随后，他又来到村级图

书室、村级学校调研，对新集村不搞大

拆大建、突出生态和文化、结合实际发

展乡村旅游的做法给予肯定，强调要因

地制宜，不求高大上，探索一条可复制

可持续的农村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和运营的新模式，引导群众参与，尽快

补齐短板，让每个群众都能享受到人居

环境改善带来的利好。

党建引领促脱贫攻坚
上接第一版

“激励、保障、方法”三管齐下
提质量

在全省率先出台激励乡镇党政正

职在脱贫攻坚中担当作为的《意见》和激

励村“两委”主职在脱贫攻坚中担当作为

的“十条措施”；在去年市人大政府政协

换届时，把参与脱贫攻坚贡献度作为推

选企业界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一把

“硬尺子”，审核否决了136人的人选资

格；在落实好市、县第一书记工作经费和

专项资金的基础上，将市派第一书记、工

作队员生活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天

100元，并定期免费体检；按照每村不低

于2万元标准建立困难群众帮扶基金，

2018年全市共筹集专项基金8000多万

元，帮扶2.3万余人次；市委出台创新运

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提升脱贫攻坚质

量的《实施意见》，2018年以来，全市运

用“四议两公开”决策涉及扶贫事项2.1

万件，在今年升级脱贫验收中，南阳市3

个脱贫摘帽县精准识别率、精准退出率

均达100%，群众满意度达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