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值“三夏”，孟津县城关镇
组织20余名机关干部，深入该
镇缺少劳动力的贫困户家中，帮
助夏收。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全面收
官之年，孟津县城关镇目前还有
48户82名贫困人口尚未脱贫，
同时已脱贫的750户2253人还
面临着巩固脱贫防返贫的双重
任务。

对此，孟津县城关镇坚持问
题导向，强化“节点意识”，主动
倒排工期，采取增“乐”、增“力”、
增“收”、增“资”、增“色”五种方
式，强弱项、补短板、提质量，持
续将扶贫工作向深处做、向实处
做，确保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

3农村版

“奎君兄弟干村支书这六年多，俺

村里人都说他好，这个支书真‘扎实’。”

麦子刚刚收罢，一个夕阳西下的傍

晚，在伊川县鸦岭镇康庄村沟北有着

270多年树龄的老皂角树下，68岁的农

村妇女李铁定“凭着良心”跟记者说。

这个李铁定心中的“奎君兄弟”到

底“扎实”在哪儿？这个快70岁的村民

“凭着良心”说的村支书有哪些地方值

得村里人“说他好”？

按着李铁定说的话，循着康庄村的

田间地头、庄户人家，记者依次看到了

整齐划一的街道、装修一新的农家。村

党群服务中心周围，是村民们自发摆设

的摊位，小商小贩们在叫卖着村民们需

要的生活用品、瓜果蔬菜。广场上，尚

未开学的几个小孩子在自由自在地玩

耍，稚气写在他们的脸上。

“奎君六年前被乡党委派到村里担

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当时很不情愿，村里

也有很多人劝他‘来村里蹚那浑水弄啥

呢？’但不情愿归不情愿，村民们说泄气

话归说泄气话，奎君还是回来了。这六

年多在俺鸦岭镇率先成立村道德文化大

院、弘扬传统文化、讲家风讲家训、表彰

道德模范，把传统文化注入新的内涵，使

村民们尊老敬老蔚然成风，焕发出了新

的生机。”康庄村老党员、村党支部委员

康海森说。

康庄人说的奎君，姓康。20世纪

60年代后期生人，是康庄村走出去创业

的成功人士，集很多“光环”于一身。这

也是当年鸦岭乡党委“相中”他让他回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原因，也是村里

好心人劝他不要回村“蹚浑水”的原因。

康奎君明知乡里也是没办法，村

里人也是好意。但是，他想，既然组织

让自己回村干事，就不能只戴个官

帽。要干就要干好，从2014年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那天起，康奎君就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团结村“两委”一班人，

带领全村村民共奔富裕之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几年间，康奎君

带领村“两委”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

引导光伏发电、新大牧业、成兴牧业入

股，新建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广场，绿化

亮化街道，实施人畜饮水改造工程、污

水处理工程，受到群众一致好评。2016

年康庄村荣获“五好行政村”，2017年荣

获“五星”党支部。康奎君当选为党代

表，市、县、镇三级人大代表，多次被评

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要想富、先修路。康奎君回村前，村

里有三条“断头路”影响村民出行和农产

品外运，制约了村里的发展，几届村委都

想把路修通，奈何做不通个别户的思想

工作而作罢。康奎君上任后不信这个

“邪”。一次碰壁，两次遭遇嘲讽，到第三

次的时候，想借修路“弄俩”的村民“想

通”了。康奎君想办法把打通的三条“断

头路”全部给硬化了，从根本上解决了群

众出行难。

尊重老人、注重孝道，也是康奎君赢

得村民赞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14年

至今，每年他都想方设法在春节时给村里

60岁以上的老人发面粉、中秋节发月饼。

为了美化乡村，2016年康奎君带领

干群安装太阳能路灯230盏，实现全村

主干道照明全覆盖。街道两旁栽植观

赏树2500棵、粉刷墙体4800平方米、绘

制二十四孝图画600平方米。

记者在康庄村北看到，夕阳的余晖

透过老皂角树树枝，照耀在青蓝色的光

伏发电板上，反射出缕缕亮光。这是

2017 年康奎君为康庄村脱贫筹建的

300kW光伏发电项目。村西新大牧业

养殖场里的8000头存栏生猪是康庄村

脱贫后乡村振兴奔小康的希望所在。

投资近30万元实施的康庄村饮水安全

改造工程，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

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里有句话：“天

地之间有杆秤，那砣就是老百姓。”不用

说，康奎君就是康庄村人心中那杆真“扎

实”的“秤”。

增“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扶贫扶志

自5月份至今，孟津县城关镇积极开

展公益电影播放活动,将公益电影送到各

村文化广场，吸引了不少群众观看。

扶贫先扶志，就要旗帜鲜明地倡树

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理念。 对此，该

镇联系电影放映机构，连续三年进村入

组开展“扶贫扶志百场电影放映活动”，

有贫困人口的18个行政村中，该镇每年

播放影片《辉煌中国》《十八洞村》《我是

中国人》和扶贫扶志纪录片、城关镇脱贫

攻坚纪实等上百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展示国家的变化和成绩，宣传县镇

扶贫工作成效，启发群众用好扶贫政策

措施，用双手战胜贫困和发展致富。

增“力”，扶贫干部进村入户
访贫助贫

坚持精准扶贫，持续压实扶贫干部

的帮扶责任，真正下沉到村到户，开展

“一对一”“一对多”访贫助贫。

该镇下派22名优秀机关干部组成

青年突击队专职扶贫，组织村党支部书

记、扶贫专干遍访贫困户，动态摸清贫困

户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和受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召开未脱贫户、边缘户和脱贫

监测户问题研判会，逐户逐人制定落实

强化帮扶措施。

时值“三夏”，该镇还要求包括青年

突击队队员在内的全体帮扶责任人入

户，帮助贫困群众收割小麦、打场晒粮、

播种秋作物，确保不误农时、丰产丰收。

增“收”，实施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带贫增收

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是持续增加群

众收入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孟津县城

关镇先后申报实施的7个资产收益类集

体经济项目全部开工，建成验收5个，6月

上旬竣工两个，建成项目已全部投产，年

均带动项目村增加收益4万元以上。

同时，该镇出台了《建档立卡贫困劳

动力就业奖补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发

展小微产业奖补意见》，因户制宜支持贫

困群众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和转移就业增

收，加大镇村公益性岗位带贫力度，增设

禁烧员、就业信息员、保洁员、疫情防控

值班员、光伏场地管理员、巡河员等公益

性岗位和组织贫困群众参加集体劳动，

组织专场招聘会、送岗上门、送人到岗

等，带动贫困群众转移就业增收。

今年以来，已累计增设镇级公益性

岗位8个、村级公益性岗位43个，帮助

933名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增收，其中，

政府组织转移就业109人。

增“资”，用足用活小额贷款
助贫困户干事有钱

今年以来，孟津县城关镇把用足用

活扶贫小额贷款作为贫困群众发展产业

增收的重要支撑，坚持户贷户用，做好政

策衔接，确保贫困群众“有干事的方向、

有干事的本钱”。

该镇通过帮扶责任人入户宣传、召开

贫困户会议、村级扶贫服务部工作人员培

训等方式，大力宣传金融扶贫政策和花椒

奖补、小微产业奖补、创业奖补政策，鼓励

和帮助贫困群众通过扶贫小额贷款用于

花椒种植、特色种养业和商店、快递点等

第三产业，并跟进落实种植优质花椒分三

年补贴每亩500元、发展小微产业奖补每

个项目1000~3000元和落实创业奖补政

策等，确保贫困群众有动力有能力发展产

业项目并获得多重收益。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新增使用扶贫小额贷款33户109.4

万元。

增“色”，推动农业结构调整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该镇把发展高产高效现代农

业作为带贫增收和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

抓手，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花椒、

芍药、紫薯、杂粮、迷迭香等多彩农业，努

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今年以来，该镇新发展花椒种植

5250亩，其中，贫困户种植85户172亩；

新发展种植芍药800亩、紫薯150亩、杂

粮600亩、迷迭香100亩，为农业结构调

整、贫困户脱贫和农民增收致富创造了条

件，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产业支撑。

为建设“康养圣地、山水付店”，

提升付店生态旅游形象，付店镇人民

政府即日起面向社会征集付店镇镇

标设计方案。

★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7 月 31 日为付店镇镇

标设计方案征集时间。截止时间之

后送达的作品均不具备入选资格。

★设计要求★

作品能充分反映付店镇特色及自

然生态之美，特点鲜明，时代气息浓郁，

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强；能充分反映

“康养圣地、山水付店”的建设理念，内

涵健康向上，创意独特，品位高雅，令人

印象深刻。作品（包括作品的创作素

材）应为应征者本人的原创作品，此前

未以任何形式发表过，也未以任何方式

为公众所知，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商

标权、专利权或其他合法权利。作品构

思应简洁大方、新颖独特、色彩明快、寓

意贴切，突出付店特色，具有较高艺术

性和创新性，适合在各种媒介上进行宣

传、印刷、标识和运用。

★评选方法及奖励★

有关专家、学者对所有来稿进行初

评，之后确定5个入围作品进入复评。

对进入复评的作品进行公示，经大众投

票和专家评选后，最终确定付店镇镇

标。对入围的作品，每件奖励800元；对

选定为镇标的作品，奖励5000元。

★投稿方式★

以附件形式发送到ryxfdz@126.

com邮箱，并以文字文稿简要描述创

作思路和理念。邮件标题请注明：

“付店镇镇标设计方案征集”。联系

电话：0379-68080003。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我们不能挨

家挨户去贫困户家里了解政策落实情

况，于是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在智慧扶

贫信息系统中录入各项信息，自动生成

打印全村的分类施策精准帮扶台账，尤

其是29户78人未脱贫人口的实际困难

和帮扶需求，真正实现了疫情防控和脱

贫攻坚两手抓、两不误。”6月10日，洛阳

市汝阳县十八盘乡竹园村驻村队队员李

志恒对记者说。

李志恒说的“录入即汇总”是洛阳市

扶贫办开发的智慧扶贫信息系统。

该系统改变了传统的问卷调查模

式，实现了六大创新功能。一是灵活配

置、多层次多时点调查功能。可灵活配

置调查项，随时发起调查任务，多层次

多时点开展调查，避免以往问卷调查定

制化，调查结束问卷系统即束之高阁，

调查周期长和资源浪费问题。二是调

查范围实现无限拓展。可调查贫困村、

贫困户，也可调查非贫困村非贫困户。

可调查脱贫攻坚领域，也可调查脱贫攻

坚以外任何领域。三是实现调查过程

可视可控。设置权限配置和问题清单

触发功能，无须数据传递，对人对事，市

县乡村可同步实时监测调查进度和质

量，边调查边整改，有效提高销号销账

效率。四是“录入即汇总”模式使调查

一步到位。调查系统授权调查员入户

调查，只要手机App端采集上传，后台

即完成数据汇总，录入汇总同步实现。

五是实现“离线调查”功能。不受手机

信号覆盖强弱限制，随时随地开展调

查。六是实现调查范围全覆盖。改变

传统抽点监管模式，将脱贫攻坚“责任

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融入调查系

统，对市县行业部门及有脱贫攻坚任务

的13个县（市、区）、142个乡镇、2658

个行政村脱贫攻坚进展情况进行全方

位无死角监测调度，有效提高治理效

能，避免侥幸心理。

借助该系统，洛宁县设计了“九个一

大走访”手机App问卷，仅用一周时间，

就对15377户建档立卡户“两不愁三保

障”、政策落实、项目受益等情况进行了

全面排查，共找出弱项短板1352个，并

及时整改到位，为后续全面提升提供了

精准导向。嵩县利用洛阳智慧扶贫信息

系统的问卷调查功能，共排查出1285个

具体问题，全部见人见事，为扎实推进整

改奠定了良好基础。

截至目前，洛阳市县两级开展问卷调

查30余次，回收反馈发现问题近5万条。

6月12日一大早，雨后凉爽，孟津

县横水镇西沟村的范天福就起来把蜂

蜜分罐装箱，等着自己的“大客户”——

太平洋保险孟津支公司总监李新生前

来购蜜。

“这是100罐槐花蜜、枣花蜜，清亮

醇香、纯正天然。买了可以自己吃或送

亲朋好友，关键是能给贫困户帮点忙！”

6月12日，在范天福家，爱心人士李新

生指着刚买的200斤蜂蜜说（如图）。

当天，李新生还为西沟村“穷亲戚”

带去了端午节粽子。

乡亲们看到李新生，纷纷竖起大拇

指：“这两年买我们的菜籽油、粉条，给我

们贫困户送电风扇、电磁炉，今年又来送

粽子、买蜂蜜，新生真是个好心人啊！”

西沟村位于孟津县最西部边远山

区，全村395户1324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105户320人，属于深度贫困村。近

年来，像范天福一样，贫困户在各级帮扶

部门的带领下，发展红薯种植、粉条加

工，养土鸡、蜜蜂，种植花椒、樱桃等，加

之光伏发电等村集体项目，如今村里剩

下两户6人未脱贫。而范天福不仅脱了

贫，还当上了村党支部委员。

“我现在有37个蜂箱，五六天出一

次蜜，一次200多斤，一个蜂箱年收入是

800多元。”范天福说，他还租地种了5

亩红薯、7亩花椒树、8亩多樱桃树，年收

入近5万元。

“日子能够越过越好，离不开新生

的帮扶啊！”范天福有感而发。

当下的西沟村，32户养蜂人年产蜂

蜜10~15吨。政府帮忙找活干、引导学

技术、扶持搞创业，当地爱心企业、热心

人士到贫困村助力脱贫，采购帮售，鼓舞

士气，群众的致富劲头越来越足！

“在脱贫攻坚路上，我们献出一份

真心，在能力范围内帮助农户打开销

路、出谋划策，切实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和问题，也不失为一种帮扶良策！”李新

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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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城关镇

“五增”并举决胜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赵明星文/图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沈会峰康雅锋

百姓心中有杆秤
——记伊川县鸦岭镇康庄村党支部书记康奎君

脱贫攻坚进行时

有奖征集，最高5000元
汝阳县付店镇公开征集镇标设计方案

付店镇位于汝阳县西南部35公里处，东

与鲁山毗邻，西与嵩县接壤，素有“汝阳南大

门”之称。付店镇是革命老区，是汝阳县抗日

民主政府所在地，矿产资源丰富，主要矿藏有

钼、铅、锌、铁、铜、石萤、水晶石、花岗岩等20

多个品种，其中已探明钼矿金属储量达到70

万吨，远景储量在200万吨以上，是中国最大

钼矿。付店镇生态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乡镇旅游单体总量位居全省第一，

有龙隐AAA级景区1个、西泰山AAAA级

景区1个，西泰山原始生态旅游区以山峻、石

奇、花艳、水幽享誉四方，150米高的天然炎

黄二帝巨像闻名华夏，每年4月25日至5月

10日为河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漫

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开放，是河南省一大赏

花盛事。

近年来，付店镇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围绕“一心两翼三板

块”的工作思路，即“围绕镇中心提升建设，南

部生态旅游开发和北部绿色工矿发展，打造大

步湾、泉水沟、炎黄谷三大板块（一是打造集菊

花种植、蔬菜大棚种植、香菇种植、土鸡养殖和

特色民宿于一体的大步湾产业园区，发展旅游

经济；二是打造猕猴桃、水蜜桃、酥梨等水果采

摘园的泉水沟产业带，发展林果经济；三是打

造集生态涵养、旅游观光、休闲采摘、农事体

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炎黄文化谷经济带，发

展文旅经济），全力发展集旅游、采摘、垂钓、住

宿、特色产业于一体的生态沟域经济，大力推

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先

后荣获河南省“中州名镇”“省级文明乡镇”“省

级园林乡镇”“省级卫生乡镇”等称号，被中国

经济林协会授予“杜鹃小镇”称号，被住房城乡

建设部评为国家级“特色景观旅游名镇”，牌路

社区被原农业部授予“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付店镇简介

好人李新生

买蜂蜜 帮“穷亲”

阅读提示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董洁文/图

□本报记者黄红立见习记者赵明星
通讯员刘慧超

孟津县城关镇青年志愿者帮贫困群众收小麦

洛阳市“智慧系统”助脱贫攻坚实现智能化

日前，洛阳

市洛龙区学府街

道办事处举办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基层支部、

非公企业、机关

科室等 25名入

党积极分子参加

此次培训。图为

学员到“中共洛

阳组”诞生地纪

念馆实地参观学

习。李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