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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乡村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
——记正阳县新阮店乡万马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喜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牛联平）

近日，在一曲《爱的奉献》歌声中，孟州市

10位爱心人士与10名受助学生代表“结

对认亲”。据了解，该市“结对认亲·放飞梦

想”活动以“大爱奉献、点燃希望、点亮人

生、放飞梦想”为主题，目的是通过动员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与贫困家庭学生“结对

子”“认亲戚”，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树立信

心、完成学业、成长成才。

“结对认亲体现的是初心使命、守望

相助、爱心传递，点燃的是爱心，收获的是

希望，兑现的是圆梦成长的路上‘一个都

不能少’的庄严承诺。”孟州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卢和平表示，孟州市“结对

认亲”活动将会长期坚持下去。

此次“结对认亲·放飞梦想”活动的资

助范围为辖区困难家庭学生，享受城乡最

低生活保障家庭的子女、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庭的学生等可以优先受助。资助方式

包括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物资和一定

的生活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为适龄

学生提供寒暑假工等社会实践岗位，帮助

提高就业技能，增强社会适应能力；引导

学生树立信心、勤奋学习等。资助途径可

以是爱心人士与困难家庭学生进行“结对

认亲”，与学生“面对面”结对、“点对点”资

助，也可以是将款物捐助给市慈善协会，

委托对学生进行资助。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自己有了

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应该致富思源，主动

回报社会，用结对联络感情、用认亲点燃

希望，把温暖送到困难群众的心坎上。”爱

心人士代表薛建军说。

近年来，该市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

同时，始终高度关注、关心困难家庭学生

的成长，实施了“金秋助学”“圆梦行动”等

一系列帮扶活动，近三年先后资助贫困学

生近500人、150余万元，全社会“扶贫济

困、助人为乐、奉献爱心、关注未来”的氛围

日趋浓厚。

“正是有了这些帮助和这份希望，我

们才有更大的动力，为了幸福生活去不懈

奋斗。”该市一名受助学生代表在仪式现

场动情地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申鸿
皓赵国蔚）今年以来，社旗县在物业、扶

贫、酒业领域试点建立联合党组织，推动

传统封闭的“社区党建”向开放融合的

“全域党建”转型，“小联盟”助推了“大融

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升。

“红色物业”构筑社区治理新格局。

“‘红色物业’真给力！”近日，该县翰泽苑

小区物业组织的孕婴知识公益讲座，让

业主赞不绝口，“党建全面融入小区管理

后，物业和业主从‘对立面’变成了‘一家

人’；关系理顺了，啥事都好办！”

该县在全域党建实践中，针对小区

管理中物业和业主矛盾不断、业委会形

同虚设等问题，创新成立城区住宅物业

管理机构总支部委员会，下设7个支部，

按照就近原则，实行社区“两委”成员和

物业党组织负责人交叉任职，同时整合

“1+3+X”（“1”即总支部委员会，“3”即

社区党支部、网格长、物业公司，“X”即

党员业主、楼栋长、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等）力量，形成组织共建、资源共享的党

建格局，凝聚起了小区有序运转的合力。

“红色帮扶”凝聚脱贫攻坚新合力。

“有了联合党组织，全县蔬菜一盘棋，抱

团发展风险低，带贫效果更明显。”苗店

镇安菜达蔬菜扶贫基地负责人姜永辉

说。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之年，该县依托“蔬菜、中药材、林果、

畜牧”四大扶贫主导产业，探索实施“党

支部+党员+群众”“乡土人才+合作社

（扶贫基地、车间）+贫困户”“党支部+

集体经济+贫困户”等模式，实现了全域

党建与脱贫攻坚的无缝对接。工作中，

该县出台《推进全域党建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实施意见》，通过成立脱贫攻坚联

合党委，组建种植业、养殖业、外出务

工、域内就业、兜底保障5个联合党总

支和蔬菜、中药材、林果等11个特色党

支部，党建引领活力强，全县85个贫困

村全部达标出列，贫困县如期脱贫摘

帽，贫困发生率降至1.02%，脱贫攻坚

成效持续提升。

6月21日，尉氏县十八

里镇武家村高效种植扶贫

园，贫困户张小双（左）在采

摘圣女果。目前，该镇已建

成扶贫基地产业园和扶贫车

间75个，安排就业2000多

人，帮助全镇1160户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李新义摄

“老百姓能住上新房子，村里形象好

了，我这个村支书才有面子。村里形象

差了，我哪有脸面。”6月20日，正阳县新

阮店乡万马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喜说，自

上任以来，他心里一直攒着一股劲，要为

父老乡亲多干些实事。

2013年，他下定决心大干一场，要

为全村人打造一个美丽宜居的新家园。

经过考察，村“两委”决定结合实际，本着

建设一流新型社区的目标和“30年不落

伍”的高要求，按照“统一征地、统一规

划、统一图纸、统一建设”的模式，建设新

型社区。

万事开头难，因几户群众的不理解，

新家园建设计划眼看要泡汤，马建喜急

得说不出话来，声带长了息肉，做了三次

手术，但他从未想过放弃。到了年关，天

上飘着鹅毛大雪，马建喜带着礼品去给

他们拜年，敲不开门，马建喜就蹲在门口

等着，时间久了，他们还是给开了门，马

建喜合理地解决了他们的诉求：“作为村

党支部书记，我觉得就得有一股不服输

的倔劲儿。”

村社区建好了，宽阔的道路，崭新的

楼房，比起村民自建楼房，每户至少节省

了8万元以上，并且杜绝了违法占地和

沿路建房等现象。

村里有几户贫困户发展香菇种植，

因没有技术，种一棚死一棚，马建喜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一次偶然的机会，县农

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到村里指导生产，他

马上把工作人员领到种植香菇户家里，

得到专家技术指导后，大家伙儿种香菇

有了方向。

后来，他经常带着几户贫困户去县

农广校“取经”，还跑到湖北去学习。如

今，香菇成了村里的规模产业，现有大棚

80多座，群众的腰包也越来越鼓了。

如今的万马村，一幢幢小洋房排列

有序，宽阔平坦的水泥路四通八达，家家

户户门前有花有草，社区装上了100多

盏路灯，新建成的两个文化广场成了全

村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环境优美、设

施齐全的新村幼儿园，成为村里孩子们

的乐园。

生活富裕了，内心也要充实起来。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马建喜认为，美丽乡

村既要有“面子”更要有“里子”。村“两

委”一班人积极倡导和营造“健康、科学、

文明”的社区新风尚，切实提高村民文明

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建起农家书

屋、图书阅览室，评选“文明卫生户”“好

儿媳”“好婆婆”“好邻里”，倡树文明和睦

的村风。

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村里讲文

明的人多了，粗鲁蛮横的人少了；勤劳致

富的人多了，游手好闲的人少了；家庭和

睦的多了，各种矛盾纠纷少了。在正阳

县党建“五面红旗”评选中，万马村获得

了两面红旗。

“群众满意，才是对村‘两委’工作最

大的认可。”马建喜说。

本报讯 （记者赵博）稳住市场主

体，就能够为经济复苏奠定坚实的基础；

保市场主体，就是最大的保就业保民

生。6月19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

开的“河南省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系

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获悉，我省及时研

究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大稳企纾困政策

措施力度、推动实施企业复工复产，打好

稳投资、稳预期、保市场主体“组合拳”。

“省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会同

各地各部门，细化政策举措，全力以赴推

进重大项目建设，扎实做好稳投资、稳预

期、保市场主体工作。”省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李迎伟说，经过全省上下积极努力，

今年前5个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0.9%，已恢复正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7.2个百分点，增速回升势头良好，特

别是民间投资活力持续增强。

在市场主体增长方面，面对疫情冲

击，全省各类市场主体增长势头虽有所

放缓。但在一系列政策举措带动下，全

省市场主体迅速恢复发展生机，增长数

量快速反转提升。数据显示，作为市场

主体中占比最大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5月新登记户数分别达44099户、

97118户，有力带动了各类市场主体强

势反弹。全省前5个月新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总量455609户，与2018年前5个

月基本持平。截至2020年5月底，全省

市场主体实有总户数达728.2万户，居

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实有户

数较2019年5月底同比增长16.2%，高

出全国平均增速5.9个百分点，增速居

全国第四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本报讯 （记者田明）6 月 19 日，

2020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郑

州产业招商会暨签约仪式在郑州召开，

现场签约项目14个，投资总价值87.32

亿元，其中，许继风电科技公司、河南协

鑫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达成70多亿元

投资意向，涉及文化产业、新能源、医疗

器械、动物养殖、中药材加工、固废资源

化利用、化工、文化旅游、无人机项目、

生物科技等行业。

据悉，2010年起，我省从资金、产

业、人才、技术等方面对口支援哈密市

和兵团第十三师，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援

疆工作成果，得到了当地各族群众的一

致好评。兵团第十三师辖区自然资源

丰富，区位优势独特，交通网络发达，投

资兴业环境良好。河南和兵团第十三

师双方在能源原材料产业、轻工业、食

品工业等方面产业优势互补、合作空间

巨大。经过近几年对口援疆的不断实

践，众多项目已落地开花，呈现出合作

共赢的良好前景。此次招商会邀请到

了140家企业代表，包括河南省17个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民营企业以及河南物

资集团、国药集团、郑煤机等省内企业。

如今，兵团第十三师围绕“守稳新

疆东大门，争当兵团增长极，创建兵地

融合示范区”总体思路，借势新旧动能

转换、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两

大机遇”，立足发挥区位交通、能源资源

“两个优势”以及环保发展空间优势，紧

扣“生态立师，工业富师，交通强师，旅

游兴师，农业稳师，市场活师”等关键环

节，以打造能源新能源综合利用和煤化

工循环经济“两个产业基地”为切入点，

结合一二三次产业招商“八个方向”，兵

团第十三师谋划各类项目600余个、总

投资2000亿元。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化远赵阳

孟州 结对认亲帮扶贫困学子
社旗 全域党建凝聚发展合力

我省市场主体达728.2万户
居全国第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河南产业援疆大手笔

14个项目总投资87.32亿元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李红
忠 王殿峰)6月20日，范县张庄乡前房

村高效低碳循环养鱼基地，正在查看鱼

儿长势的前房村党支部书记房爱银高兴

地说：“两天时间就授信贷款30万元，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还要建设一座

活水养鱼净化池和一座垂钓池，来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带领老百姓发家致富！”

前房村是濮阳市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第一批试点搬迁村，也是贫困村。今

年年初，该村启动了总投资400万元的

高效低碳循环养鱼项目，但是遇到了资

金短缺的难题。县委组织部门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及时协调金融机构，为该

村进行授信，办理了“先锋贷”业务，项

目才得以顺利实施。

今年以来，范县不断加大村级集体

经济支持力度，统筹协调县农商银行、

德商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办“先锋

贷”业务，在各乡镇设立“一站式”服务

点，精简业务流程，以村“两委”班子成

员为主要对象，以年度工作报酬为授信

依据，为村干部带领群众创业提供贷款

支持，不断加快全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步伐，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造血功

能”，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发展动力。

目前，范县累计为村干部集中授信

2.6亿元，实现贷款1.22亿元。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七一”前夕，

一部忠实记录广大共产党员奋战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第一线感人事迹的图书《共产党员

在抗“疫”一线》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

发行。

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

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

发生后，广大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紧急奔赴防

控一线，为坚决打赢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可

歌可泣的先进典型。

本书精选新华社采写播发的文字、视频

等重点稿件百余篇（条），图片150余幅，主要

内容包括“他们，冲锋在人民‘战’疫主战

场”、“他们，构筑起坚固的生命防线”、“他

们，用担当书写初心答卷”、“他们，用行动为

群众守好‘大门’”、“他们，彰显青春的蓬勃

力量”、“他们，退休不褪色初心永不变”和

“那些远去的人那些不灭的光”七个部分，充

分彰显了共产党员在防疫抗疫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

6月21日，商水县魏集镇党桥村村民在村扶贫车间内加工红灯笼。近年来，该县采

取“技能培训、资金扶持、送岗上门”的车间扶贫模式，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

收。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摄

范县累计为村干部授信2.6亿元

有了“先锋贷”村里发展快

《共产党员在抗“疫”一线》出版发行

尉氏

进基地
稳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