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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蔡县“接父母回家”享天伦之乐

尉氏县

扶贫干部巧帮扶
贫困户苹果不愁卖

方城县

村企“联姻”共建小康

西峡寨根乡

公益岗位激发脱贫动力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堵恒）7月24日，炎热的天气没能阻挡

住贫困群众学习技能的热情，鲁山县张

官营镇小营村中式烹调技能培训班座无

虚席，全村60余名贫困妇女聚在一起跟

着厨师学习生焗白菜、酱爆花甲等常见

菜品的做法。“我去年参加过家政服务及

面点制作培训，今年又学了烹调，下半年

计划在市郊开一个小吃店，通过创业增

加点收入。”小营村贫困户任笼说。

今年以来，鲁山县人社部门根据贫

困群众的技能培训需求，组织职业培训

学校到贫困村开展“点菜式”技能培训。

截至目前，该县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

6860人，其中贫困劳动力5399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297人。

为确保有培训意愿且符合受训条件

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全部参加培训，

该县人社部门深入乡村摸底排查，完善

培训计划，及时为参训贫困群众发放生

活补助，灵活采用田间课堂、家门口办

班、订单培训等形式，为贫困劳动力提

供烹饪、家政护理、汽车驾驶等多样化

培训，让学员在最短时间内学到最实用

的技能。

该县尧山镇想马河村村民今年已接

受两次“农家乐”夜校培训，不仅提升了农

家乐业主的综合服务技能，还激发了周建

营等6户贫困群众通过扶贫贷款新开办了

农家乐。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丽娟）

“再往上一点，确保安装高度在1.5米以

上。”7月28日15时，泌阳县供电公司双

庙供电所所长钱向民顶着烈日，赤脚站在

一片秋桃园中央，指挥双庙供电所党员服

务小分队冒着近40摄氏度的高温给万庄

村特色农业种植大户王太山装抗旱抽水

电表。一个小时后，一股清泉流入秋桃园

中。这是双庙供电所党员服务小分队在

为该乡安装的第五十块抗旱抽水电表。

7月份以来，泌阳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目前大部分乡镇已出现中等强度的旱

情，面对严峻形势，泌阳县供电公司迅速

制订抗旱供电工作方案，成立以主管领

导为组长的抗旱救灾保电工作小组，做

到保电组织、责任、巡检、抢修和服务“五

到位”；主动与当地政府对口联络，详细

了解当地旱情的轻重程度，做好人畜饮

水和农作物灌溉的保供电工作；编制抗

旱供电设备故障处理预案，积极筹备抗

旱所需物资，确保在发生停电时，能在最

短时间内恢复供电。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倪崇
王森）“现在扫地、清垃圾都算积分，月

底能用积分兑换商品，这个月我就攒了

30多分，能换不少日用品哩。”7月24

日，方城县独树镇扳倒井村63岁的贫困

户张宝山，吃过早饭，早早来到村部旁

的“同心超市”，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挑

选自己所需的商品。

在方城，像扳倒井村一样的“同心

超市”还有548个，这些超市的商品和

资金，全部由非公企业提供，在该县巩

固脱贫成效工作中，发挥着不可小觑

的力量。

为汇聚社会力量，激发乡村发展动

能，方城县把非公企业作为重要抓手，

出台奖励政策、力促村企“联姻”，努力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该县专门出台了“关于激励非公企

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按照贡

献不同，对企业分别授予“爱心企业”

“优秀企业”“明星企业”等荣誉称号，并

在融资担保、项目申报、星级评定等方

面予以大力支持；对社会帮带成效显著

的企业个人，优先推荐为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工商联执委等候选人；以各行

业商会为载体，筛选工业、商贸流通、农

业加工、成品油生产、建筑等五大领域

企业，因地制宜，按需“联姻”村庄。

方城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冯泊

说：“通过努力，我们初步实现了政府帮

扶和社会帮扶并重，企业带贫和村民自

身致富同行的发展格局，为方城县进一

步巩固脱贫成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

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截至目前，方城县参与乡村建设的

各类非公企业数量达到300多家，落地

项目近150个，提供就业岗位8000多

个，社会捐资总额超过4900万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永亮）

“照护两位老人和3个孙子孙女是累了点，

不过也很开心。一家人四世同堂，能享天

伦之乐就是最大的幸福。”7月24日，现年

61岁的上蔡县华陂镇唐桥村村民刘香兰

说把已经87岁的公公与婆婆接过来住在

一起，遂了她过大家庭的心愿。

在唐桥村，与子女分开居住的老年

人共有8户，受上蔡县正在深入开展的

“接父母回家”活动促动，6户老人已经在

村干部的劝说和子孙们的迎接下，到生

活条件更好的儿子媳妇家里居住，另外

两户独居老人及其子女，在思想上也认

可了“接父母回家”活动，预计一个月内

也能搬到一起居住。

为大力弘扬孝道传统，着力营造孝

敬父母、关爱老人的社会环境，今年7月

初，结合农村危房“清零提升”行动、人居

环境改善等工作的现实需求，上蔡县脱

贫攻坚志智双扶指挥部印发了《关于开

展“接父母回家”活动的通知》，要求各乡

镇（街道）迅速排查辖区内所有的独居老

人户、村头或地头独居户、生产生活困难

老人，分类施策督促子女“接父母回家”。凡

是父母愿意与子女同住、子女有居住条件和

赡养能力的，子女应当积极将父母（老人）接

回家中居住；不愿意接父母回家居住，有遗

弃父母行为的，经劝导无效，建议父母依法

起诉，乡、村两级提供必要支持；子女愿意

接父母回家同住，但父母不愿意与子女同

住的，由村组干部及村内德高望重人员对

其父母劝导，并教导子女，父母年事已高，

独居风险大，由子女对父母劝导同住。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旭长）

“妹子，你就只管放宽心吧，公司还要对大

伙儿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呢，这活儿我能干

好，你也照样能干好。”7月25日，河南畅

新物业公司正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河滨广

场举办就业招聘会，看到43岁的宋大芬

对自动化保洁岗位明显缺乏信心，任友莲

急忙对她鼓励起来。

49岁的任友莲是当天招聘活动的负

责人，原是一私企失业人员，8年前，她应

聘到该物业公司上班，如今已是月薪

6000余元的公司区域业务负责人。

河南畅新物业公司是由转业军人张

朝阳开办的企业，其务工人员以“4050”

人员为主。据了解，目前该企业拥有员工

470余人，其中“4050”人员有430余人。

现年47岁的张朝阳家住平顶山市湛

河区马庄街道华西社区明珠花园，于上世

纪90年代应征入伍，在部队加入了共产

党，其间多次受到嘉奖，获评优秀士兵，立

过三等功。张朝阳于2001年转业返乡，

于2007年辞掉了政府安排的工作，决心

靠自己的双手创业致富。

张朝阳卖过蔬菜，跑过出租车，当过

企业业务助理，2011年10月在平顶山市

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物业公司。在公司成

立不久的一次招聘会上，张朝阳明显感到

“4050”人员求职不易，于是对岗位的用

人需求进行了重新调整，普通性岗位只招

“4050”人员，专业性岗位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用“4050”人员。当天，张朝阳共招

聘了30名员工，其中“4050”人员28名。

张朝阳所招聘的“4050”人员，很多

不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为此，张朝阳每

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费用，用于聘请专业人

员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企业里的一些人

员对此颇有微词。对此，张朝阳说：“我曾

是一名军人，不能光想着赚钱，还要履行

自己的社会责任。”

2015年初，湛河区有一家大型生活小

区刚建成，很多物业公司都找到主管部门

洽谈合作事宜，但最终都放弃了，原来是该

主管部门要求，要想接手这家小区的物业，

就必须连带接手该区一家“无主庭院”。这

家“无主庭院”是上世纪80年代建成的小

区，环境差、人员杂，物业费根本收不上来，

致使很多物业公司纷纷知难而退。

张朝阳通过走访调查得知，居民不愿

交费主要是因为不满物业费用上涨而拒

绝缴费，最终导致物业退出小区，使这里

成了“无主庭院”。经过慎重考虑，他接手

了这单业务，并即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清理了小区内的陈年垃圾和杂草，重新修

补了绿化带，规划了小区内的车位。张朝

阳还专门从该小区招聘了一批生活困难

的“4050”人员，把他们安排到物业公司

上班。自此，小区居民完全改变了对物业

公司的态度，不但按时缴纳物业费用，还

主动协助物业改善小区环境，使该小区成

为环境整洁、管理有序的和谐家园。

由于张朝阳敢于承担社会责任，不仅

为企业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也在无形中为

企业带来了更多的生意合作伙伴。从

2016年起，该物业公司开始突破地域限

制，先后在南阳、周口等地市设立分公

司。公司业务也由最初的保洁、保安、家

政服务拓展到城市环卫、高空作业、园林

绿化、企业后勤保障、技能培训等20余个

行业和领域，成为综合性物业服务公司。

据统计，从2018年起，张朝阳免费为社会

培训“4050”400余人，涉及家政、厨师、糕

点、机械维修等10余个专业，其中350余

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因为‘军爱民’才有‘民拥军’。”张朝

阳说，“虽然离开了军营，但我仍是一名军

人，奉献社会是我永远的天职。”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占
坤）记者从滑县扶贫办了解到，目前，该

县坚持由县级领导带队常态化现场观

摩、调研督导，战令式交办重点工作和

问题清单，推进脱贫攻坚问题大整改、

大提升。

现场观摩，问题导向集中反馈交

办。现场观摩调研每次确定1~2项主

题，滑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和

其他分管县级领导分别带队，组织所有

乡镇（街道）和县直行业部门参加，随机

抽乡、随机抽村，采取干部访谈、查阅资

料、实地查看、入户调查等方式，对全县

23个乡镇（街道）轮流进行观摩，并现

场点评、现场打分。调研结束后，当天

召开反馈会，对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汇

总分析、第一时间交办有关乡镇和县直

部门，并要求迅速研究解决、限时整改

到位。

战令交办，明确专人负责限时完

成。对涉及全县脱贫攻坚全局、需要尽

快解决的重大问题，由县委书记、县脱

贫攻坚指挥部政委以脱贫攻坚战令下

达各专项指挥部、分指挥部和县直部

门。单项工作和需要整改的问题，由各

专项指挥部指挥长签署任务交办单，明

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员和完成时限。战

令就是军令，各责任单位强化责任意

识，对问题清单举一反三再查摆，以举

轻若重的态度对待问题整改，把个性问

题当共性问题看，把别人的问题当自己

的问题看，把小问题当大问题看，全力

以赴抓好问题整改提升。截至目前，该

县共下达脱贫攻坚令29条，发出交办单

172项。

严格督导，定期通报健全长效机

制。对战令下达和交办单交办的工作，

由县脱贫攻坚督导组严格进行日常督

导，对工作完成情况和问题整改效果进

行暗访检查，对发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

对接行业部门研判解决。誓师大会以

来共开展督导 7次，印发督导通报 4

期，提出问题整改意见建议28条，有力

地促进了问题整改提升。

本报讯（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武鹏
亮）连日来，一段时长15秒、许昌退伍军

人合力救人的视频在朋友圈和抖音等网

络平台传播，赢得了上万次的点赞。网友

纷纷夸赞，许昌退伍军人真是好样的！

7月21日上午，许昌退伍军人鄢涛和

战友马志勇、朱治刚等十几人一起，随团

到南阳市西峡县龙潭沟景区游玩，走到一

个音乐喷泉景点时，觉得景色很好，就在

此逗留歇息。只见喷泉下边有一个深潭，

潭边有块比较平滑的大石头，一个6岁左

右的小女孩在石头上玩耍。“当时，正寻思

谁家孩子在这玩多危险时，小女孩就嗖地

一下滑进深潭。”当天英勇救人的退伍军

人鄢涛回忆道，“也就扑腾了两下，孩子的

头就看不见了。当时我和马志勇离小孩

有三四米远，他不会游泳，我会游泳，就毫

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鄢涛跳下水后，赶紧从水里捞起小女

孩，试图把她推上岸，但推了两次，都没把

她推上去，因为岸边的石头长满了苔藓，

实在太滑了。此时，有一个年轻男子也跳

进水里，想接住小女孩，但他不会游泳，很

快也滑进了深水区。“年轻人见我水性好，

也赶紧抱住我，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了，

心想遭了。幸亏马志勇他们伸来了竹竿，

不然，恐怕我的命就交待在那里了。”鄢涛

后怕地说。

在鄢涛跳入水中的同时，马志勇一刻

也没有耽误，赶紧拿来景区配备的救人竹

竿，伸到水里。已经没有力气的鄢涛先让

小女孩抓住竹竿，她在战友的帮助下爬上

岸。“接着，很多游客都跑过来了，大家伸

来竹竿，合力把我和那个年轻人拽了上

来。”鄢涛告诉记者。

“谢谢，谢谢，要不是你们及时救助，

恐怕我和小女孩都没命了。今天真是遇

到好人了！”被拉上岸后，年轻男子感激不

已，并留下电话号码，表示要和许昌的好

人经常联系。据了解，这位年轻男子是当

地某教育机构的老师，当天带学生到景区

开展夏令营活动。

现年46岁的鄢涛于1991年退伍，现

于许昌市一家传媒公司工作，负责传统文

化教育和书法教学。当时由于情况紧急，

鄢涛跳水时，衣服也来不及脱，手机也泡

在了水里。“我也没想到，我救人时，有人

录了视频，还发了抖音，当天下午就获赞

1万多。其实，我当时真是啥也没想，只

想着救人要紧，如果再晚几秒，小孩就沉

下去了。衣服和手机与生命相比，不值一

提！”鄢涛表示。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邵海华
孙俊旗张艳武娜）“各位朋友，这是贫困

户家的苹果，因贫困户家中有残疾人，不

便外出销售，现在还有许多没有卖出去，

麻烦大家帮帮他，有需要的请跟我联系。”

7月22日，尉氏县大桥乡财政所扶贫干部

张艳通过朋友圈发送了一条推销苹果的

信息，引起众多网友点赞转发。

近日，大桥乡大槐树村贫困户李三对

家的几亩苹果先后成熟。按说应该是个

大喜事，可是李三对却犯起了愁，家中三

口人，两个是残疾，为照顾家人，他本人没

时间外出卖苹果，眼看苹果就要烂在树

上，李三对愁容满面。

帮扶人张艳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在朋

友圈发布了上面这个信息。

消息发布后，在大桥乡政府职工的朋

友圈内迅速传播起来，大桥乡财政所的全

体职工也加入这个爱心接力的行列，大家

争先恐后的下单，你5斤我10斤的纷纷加

入购买爱心苹果的行动。

爱心接力在朋友圈持续发酵。短短两

天时间，李三对就销售苹果1000余斤。看

着自家的苹果卖得这么快，李三对拉着扶

贫干部的手，连声表示感谢。

本报讯“多亏乡里给我安排了公益

岗位，像咱们这个岁数才能挣上固定工

资！”“是呀，现在咱们靠双手挣钱，可比以

前拿救济有面子，钱花着心里也踏实！”几

个参加垃圾清理的保洁员利用歇凉之余

聊得热火朝天。谈起公益岗位给自己日

常生活带来的变化，他们个个都神采奕

奕，这与两年前一些有慢性病或者年老体

弱者整天无事可做，夏天在树荫下侃大

山、瞎抱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徐华海，寨根乡高峰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今年60岁，智力三级残疾，妻子精神

二级残疾，一女儿在小学四年级读书，以

前由于劳力较弱和照顾女儿上学，一直没

有合适的事干，基本靠低保金和政府救济

过日子。2017年，乡、村根据其实际情况

给他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岗位，主要负责

自家门口一段路面的保洁工作，活儿不是

很重，一年能收入11400元。

“这个工作不但能挣钱，还能照看

女儿上学，有时白天有农活忙的话，我

就早晨早点起来或者晚点睡觉把工作

干好，党和政府给我安排了这份活儿，

我真的知足了，我会尽我能力好好干，

靠自己双手多挣钱争取早日过上小康

生活。”徐华海动情地说。

像徐华海这样的情况，只是该乡

公益岗安置的一个缩影。2018年寨根

乡充分利用项目资金及县、乡自筹资金

设置生态护林员、村庄保洁员、河道管护

员、护路员等公益岗位136个。在岗位

设置上重点关注生活困难的弱劳动力和

轻度残疾人，根据每个人的具体劳动能

力因人设岗，在工资报酬上根据每个人

的劳动量灵活确定。通过设置公益岗，

使得全乡生态管护进一步加强，环境卫

生更加整洁，贫困家庭增收渠道更广，邻

里关系更和睦。（朱红强）

退役军人张朝阳

“奉献社会是我永远的天职”
县领导现场调研督导，战令式交办问题清单

滑县推进脱贫攻坚问题大整改

退伍军人合力救人获网友点赞

7月28日，河南库课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连环画文化研究院双方正式签

约，共同开展一带一路大型原创连环画《共同的故事》文化项目，河南库课文化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良、河南连环画文化研究院院长石泓龙出席签约仪式。

据了解，一带一路大型原创连环画《共同的故事》将精心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流传

千年的经典民间故事65例，每册图书一个经典故事。由新时代具有国画传统风格的20

名画家手工绘制，再现文明交流的神奇与魅力，让文明再续，让世界了解世界文化。本报

记者李东辉摄

鲁山县“点菜式”培训办到群众家门口

连日来，河南油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野外施工现场如同蒸笼一般闷热。面对高温“烤验”，为确保每一口油水井安全平稳运行，油

服中心工程维修大队全过程、全方位做好安全监督，严格按照HSSE检查标准，逐项落实安全要点，以更高的标准做好每一次维修作

业。图为7月28日，在3203井进行抽油机加固施工前，HSSE管理人员、施工方、监护人员现场确认后在维修作业票上签字，确保夏

季施工安全平稳。张明海王德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