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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黄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我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发布
116亿元补助困难群众缓解疫情影响27年后，跨越五千里的亲情在这里接续

两次被群众留任的第一书记
遂平县朱屯村驻村干部王占磊无私奉献赢得群众信任

邓州培训致富带头人
提升创业带贫能力

郏县冢头镇

紧盯产业抓扶贫
稳定就业促脱贫 石榴树下的期许

“27年了，我们都以为你不在人世

了，那么多年，你为啥不和我们联系？”7

月16日，在河南睢县河堤乡李彬集村，来

自黑龙江省伊春市金林区的3位客人，与

该村55岁的村民宋爱针（原名宋艳波）抱

头痛哭，流下了无比心疼和幸福的眼泪，

令在场的所有村民无不动容。

“我妹妹是在28岁时与我们失联的。”

姐姐宋艳茹说，宋艳波是中专毕业，当时被

分配到大丰（现金山屯）林业局上班。

1993年，由于家庭变故离家出走，再无音

信。家人曾在当地公安局备案，并在媒体

上登载寻人启事，但始终没有找到宋艳波。

2002年的秋天，宋爱针的现任丈夫胡

太亮在田间耕作发现她时，只见她身体虚

弱、神志不清，脖子上还搭着一条长裤。看天

色将黑，胡太亮就把她领回了家。

“到家后，我一连给她煮了3包方便

面，吃完她还想吃，我怕她撑着了，就没敢

叫她吃。”胡太亮说，“当时我就认为她是

病人，问她啥都不说，第二天给她又买了

一箱方便面，叫她走，她就是不走。”

“第三天，我看她身体异样，就带她去

卫生室看病，但连续两周低烧不退。后来

我又带她到乡卫生院和县医院为她治

病。”胡太亮说，从此胡太亮和她相依为

命。为了给妻子上户口，不知名字的胡太

亮为宋艳波起名宋爱针。

2014年，胡太亮由于没有技术，靠农

业为生，加上妻子有病，两个孩子尚小，被

评定为贫困户。

“了解到他家的情况后，我们给他们

办理了全家低保，并进行了危房改造，为

胡太亮提供了公益岗位，解决了他们‘三

不愁两保障’问题。”河堤乡党委书记曹

书昌说。

2018年，睢县农科所所长齐中华到

该村任脱贫攻坚责任组长。他时常到胡

太亮家慰问走访，并为其改善了厨房、卫

生间等生活条件。“这两年，齐所长还自

掏腰包给我们3000多元。还给俺家配

置了电风扇、沙发床、四件套、孩子的书

桌……”胡太亮说。

天有不测风云。2019年，生活逐渐

好转的胡太亮由于积劳成疾，患上了肾

炎，并摘除一颗肾脏。在走访时，齐中华

了解到胡太亮最大的心愿是找到宋爱针

的娘家，为孩子寻找亲人。从此，齐中华

把此事记在心里。

由于宋爱针始终不愿意提及以前的

事，齐中华就委托河堤乡包李彬集村的副

科级女干部宋墨汁每天到胡太亮家走访，

“碰运气”式地从宋爱针口中打探消息。

2020年4月，宋墨汁再次到胡太亮

家走访，问：“宋爱针，你是啥学校毕业，知

道不？”宋爱针还是闭口不言。其儿子说：

“俺妈会写字。”宋墨汁闻声赶紧拿出笔和

纸。宋爱针在纸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黑

龙江伊春市大丰林业局、宋艳波、宋艳军、

宋艳茹”等字样。

得到消息的宋墨汁激动不已，立即把

消息电话告知齐中华。齐中华马上以睢

县人大常委委员、脱贫攻坚责任组长的身

份和伊春市公安局金山屯派出所联系，并

与办案民警互相加了微信。在当地公安

部门的积极帮助下，在等待了3个小时

后，终于与宋爱针的娘家人取得了联系。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们一家人都哭

作一团。”其弟宋艳军说，当时看了照片都

不敢认了，就想立即赶到河南。由于疫情

原因，我们今天才得以相见。

“脱贫攻坚，不只是解决贫困群众衣

食住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让群众获得更大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足每个群众的愿

望，才是我们工作的目标。”齐中华说，看

到宋爱针一家人的团聚，内心很感欣慰，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结果，才有了他们亲人的幸福团圆。

雨后初晴，满目葱茏。项城市永丰

镇郭平楼村村民韩太永家的院落里，一

棵石榴树正硕果累累。

7月19日临近中午，项城市委宣传

部驻永丰镇郭平楼村第一书记郭哲宇再

一次来到了韩太永家，粉刷一新的墙壁

上“明白卡”格外醒目，院子俨然一个青

翠欲滴的“小果园”。

“地里庄稼咋样？”

“还中，俺种的玉米、芝麻都长势不

赖。”

“一个人干5亩地的活，能顾得过来

吗？有啥困难，我们及时帮你家解决。”

“没有困难，地里的农活我自己都能

干了，村里的左邻右舍也会帮忙，没有什

么困难。”韩太永双手紧紧握住了郭书记

的手，在茂密的石榴树下，他们像家人一

样唠起了家常。

一个月前，石榴树花开正艳，农民们

正忙三夏，第一书记郭哲宇来到了永丰

镇郭平楼行政村马庄自然村韩太永家

的小院里，看到屋里屋外堆满了已经装

袋的小麦，郭哲宇断定，老韩家吃饭没

问题。

52岁韩太永，是郭平楼村的贫困

户，爱人李挚怀患有精神疾病，为了方便

照顾爱人和3个年幼的孩子，多年来他

只能在家附近打零工，爱人常年吃药，孩

子都要上学；家中只有韩太永一个劳力，

生活十分拮据。

韩太永十分踏实肯干，农忙时，他耕

种收打；农闲时，他四处打零工。挣点钱

给爱人看病买药，养活3个孩子，默默地

撑起这个家。今年，脱贫攻坚进入了决

战决胜的时刻，驻村第一书记郭哲宇看

到韩太永家的情况，多次走访，因户施

策，量体裁衣，为他定制了“暖巢行动”

“教育扶贫”“家庭保姆”“公益扶贫”等脱

贫帮扶计划。那时，韩太永家的小院里，

石榴树正吐着新芽。二人紧握双手，开

启了一场石榴树下的约定。

几个月后的今天，韩太永家的小麦

已获丰收，秋季作物长势喜人，爱人的病

情有所好转，孩子们正在学校读书，餐桌

上有肉有菜。挂满果实的石榴树下，老韩

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提起儿女，韩太永竖起大拇指说：“大

女儿今年毕业于湖南工业大学，如今在湖

南株洲实习，大学四年学费全靠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支持；二女儿今年读高三，学校

免除了学费、住宿费、书费，每学期还补助

1500元；小儿子在项城职专上学，不仅免

学费，每学期学校补助1500元，‘雨露计

划’每学期补助3000元。”

韩太永指着刚刚建好的新房介绍说：

“郭书记不仅关心孩子的学业，而且也时

时关心我们的住房情况，今年我家进行了

危房改造，郭书记忙前忙后，屋内屋外全

都粉刷得亮亮堂堂，又为我家改造了厕

所、拉起了围墙、安装了大门。”

该镇党委书记高锦说，村里还为韩太

永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工资600元，

还有低保补助每月815元，加上他农闲时

打零工，未来小康可期。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20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17日至19日我省

淮干及淮河以南普降暴雨、大暴雨。省

气象台预计，21日夜里至22日受副热

带高压北抬影响，我省黄淮之间有大到

暴雨，局部大暴雨，需加强中小河流洪水

和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防御。

气象监测显示，7月17日至19日，

强降水中心位于淮干及淮河以南，普降

暴雨、大暴雨，信阳大暴雨、局部特大暴

雨，固始县、商城县南部特大暴雨。全省

平均降雨量33毫米,信阳平均降水量

175毫米，411个乡镇降水量超过50毫

米，大于100毫米的有153个，其中35

个大于250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固始

县祖师庙425毫米。

根据预报，21日到22日我省黄淮

之间将出现较强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

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

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强降

水集中时段为21日夜里至22日白天。

过程降水量：我省淮河上游、史灌河流

域、淮河干流10毫米～20毫米，淮河以

北30毫米～80毫米，其中中东部80毫

米～150毫米，局部150毫米～180毫

米；最大小时雨强50毫米～70毫米。

气象部门建议，豫西、豫南山区需

做好强降雨可能诱发山洪及地质灾害的

防御工作，尤其加强尾矿库、淤积坝及旅

游景区风险点的排查；需防范黄淮海流

域的汛情，重点加强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和水库隐患点排查，合理调度水资源；防

范城市内涝及农田积涝，建议雨后及时

排水散墒，减轻渍涝灾害。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我省降水

偏多，光照略为不足，对大秋作物生长

有一定不利影响。7月20日，省农业气

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强降水来临前及

时清沟理渠，降水出现后要充分利用各

种排水设施，尽快排除田间积水，减少

渍涝时间，降低危害。

据7月19日自动土壤水分监测网

262个测站0～50cm资料显示：目前有

119个（占45%）测站土壤相对湿度在

90%以上，为偏湿；有18个（占7%）测站

墒情不足，其他125个（占48%）测站墒

情适宜。与7月12日监测结果相比，豫

西南、豫南、豫东局部等地偏湿站点数有

所增加，其他地区土壤墒情无明显变化。

本周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中东部、南部降水量异常偏多。全省平

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根据当前墒

情和作物需水状况，预计从现在至7月

26日，豫南、豫东大部、豫西南、豫中局

部等地土壤墒情偏湿，其他大部地区土

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田间排水

后，土壤养分随水流失，易造成农田脱

肥，应及时开沟追肥，以疏松土壤，促进

根系发育，防止后期早衰，因氮素和钾

易随水流失，主要追施高氮高钾的复合

肥。对因植株较密，无法追肥的农田，

应施行叶面喷肥，主要喷磷酸二氢钾、

氨基酸钾等。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林海燕）

“通过培训，我进一步明晰了发展特色种

植的思路，坚定了我发展产业带贫的决

心。”7月16日，邓州市2020年贫困村创

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交流发言时，来自汲

滩镇杨庄村的学员杨星说。

为提升致富带头人创业和带贫的能

力，邓州市举办2020年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班，对全市107个贫困村的部

分村“两委”班子成员、农村致富党员、小

微企业主、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种植

养殖大户、有意愿回村创业的本土人才、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创业意愿的人员等

共计360余人进行培训。培训覆盖了农

作物栽培技术、农产品市场营销及电子商

务、企业发展等专题内容，由市内相关专

家教授和创业成功人士，采取专题授课、

现场教学、经验分享、交流发言等方式进

行。这些致富带头人共带动该市近千个

贫困家庭脱贫增收。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高艺
菡李艳芬）“农村干部县级备案、乡镇管

理这项措施，规范了村‘两委’干部的管

理，激发了村干部为群众办实事的积极

性。”7月20日，修武县城关镇组织委员

周珍珍提到农村干部管理难的问题时

说。

农村干部管理一直是基层组织建

设的难点、堵点，如何激发农村干部敢

担当、勇作为的工作激情，发挥其群众

脱贫致富领路人的重要作用？修武县

坚持备管结合、凡动必备、重在管理的

原则，深化农村干部“选育管用调”，实

施了对全县1013名村干部全链条、全过

程备案管理模式。

“郇封论坛”是修武县郇封镇加强

农村干部管理的有效平台，每个季度组

织全镇村干部说工作、谈心得、提建

议。在推进县级备案工作过程中，该镇

将“郇封论坛”成果作为干部履职的一

项内容，纳入干部履职备案中，激发了

村干部为民服务的内生动力。

据了解，针对农村干部任职程序不

规范、管理不到位、干事不主动等问题，

该县从备案对象、备案内容、备案程序、

结果运用等方面，实行“一人一档、一乡

一库、全县一册”，全县187名村支书由

县级备案管理，其他村“两委”干部由乡

镇备案管理。备案内容重点围绕任职、

履职、离职三个方面，任职备案严格按

照集中换届和届中补选程序；履职备案

结合重点工作推进情况从带头作用、履

职能力、廉洁自律、群众满意度等方面

开展适岗性研判；离任备案实行先审计

再备案，和任免备案表、免职文件一同

记入个人档案。

同时，依托焦作党建e家平台，探索

开发修武县村干部智慧化管理系统，通

过线上平台实时查询村“两委”干部基

本信息、职务变动、履职实绩等情况，实

时跟踪监管，倒逼村“两委”干部跳出

“经验依赖”和“慵懒散”思维，真正将责

任扛在肩上、拿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张志丹）

“帅伟，来厂里工作一段时间了，工作都适

应了吧，有什么困难要提出来，能够帮你

解决的我们都会想办法的。”7月20日，在

位于郏县冢头镇的河南大德广动物药业

有限公司的厂房里，镇党委副书记杨红玺

叮嘱着小李庄村贫困户王帅伟。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

年，该镇党委紧盯产业抓扶贫，稳定就业促

脱贫，让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携手并进。

先后出台一系列举措，为贫困群众提供增

收渠道，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现稳定就

业，王帅伟便是该镇就业扶贫其中的一员。

据了解，大德广药业是集研发、生产、

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拥有中药材种植试验

场、中药材种植基地6000余亩。中药材种

植能发展产业、带动就业，具有当年见效、

易于管理的“短平快”优势。目前，大德广

扶持6户贫困户和附近120多户村民进行

中草药种植，带动1000余名村民家门口就

业，吸纳季节性用工1500人次。

“多亏有党的好政策，更是多亏了王

占磊，俺家才能过上现在的好日子。”7月

19日，正在自己肉牛养殖场忙活的遂平

县阳丰镇朱屯村脱贫户柳玉银说。

2015年9月，王占磊刚到朱屯村任

驻村第一书记时，正是柳玉银一家走“背

运”的时候，他本人有脑出血后遗症，儿子

又患有尿毒症，一家四口，这两个主要劳

力都不能干重活不说，还要背负沉重的治

疗费用。

针对柳玉银一家的实际情况，王占磊

多方协调，于2016年帮助柳玉银家建了

一个牛棚进行肉牛养殖，并资助其开了一

家小卖部，几年下来柳玉银一家在王占磊

的帮助下成功脱贫。

驻村以来，王占磊腿勤、嘴勤、脑勤。

他就像朱屯村的“体温计”，随时监测着村

里的动态情况，系统掌握着贫困群众的第

一手信息，本着“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

姓”的初心，和村“两委”班子一起，根据贫

困户致贫原因和自身发展意愿为他们量

身定做了土地流转、外出务工、就近就业、

金融带贫、集体经济带贫等10多项脱贫

措施，有力推动了贫困群众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俺俩在村箱包厂上班，一个月下

来有四五千块钱的收入，比出去打工强。”

该村贫困户刘俊峰、梅会娟夫妇说。

针对朱屯村村情实际，王占磊提出了

“支部带村、产业富村、生态建村”的发展

思路，制定了朱屯村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

扶贫规划，引进和培育了名品彩叶、富翔

瓜果种植合作社、驰源生态农业合作社等

9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福运面粉、旅行

包公司2个加工企业，建立了彩叶苗木、

蔬菜2个供给基地和葡萄、樱桃、水蜜桃、

草莓等6个特色采摘园地，初步形成了以

彩叶苗木为主导、特色农产品业和加工业

并存的产业发展局面。

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王占磊还

带领大家积极开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先后争取整村推进、电网改造、美丽

乡村等项目10多个、资金3500余万元，

实现了全村硬化、绿化、亮化、净化。村

民们纷纷表示，现在出门就是小花园，还

有休闲娱乐的地方，我们农村现在不比城

里差。

从刚开始来的时候不熟悉，到后来的

人人夸赞，王占磊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和无

私奉献打通了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2018年，王占磊派驻

期满，村里干部群众都舍不得他走。经过

考虑，他主动选择留任一年。

王占磊先后被评为市优秀共产党

员、市“优秀驻村第一书记”、脱贫攻坚工

作先进个人，成了全县第一书记、扶贫队

长眼中的“明星”。

2019年年底，眼看着王占磊留任期

满的日子越来越近，朱屯村的群众坐不住

了，他们三三两两，没事就往村部跑，软磨

硬泡，恳求他再次留任。

“驻村几年来，我亲眼见证了勤劳淳

朴的朱屯村群众在党的脱贫攻坚政策指

引下，一步步告别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今

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也是实施乡村

振兴的关键之年，既然大家相信我，让我

留下来，我别无选择，在第二个留任期内，

我将配合村‘两委’班子优化产业布局，大

力发展村集体经济，有效探索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朱屯村早日步入

小康生活。”王占磊说。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7月20日，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年上半年河南

省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省统计

局、省发改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相

关部门负责人分别解读分析上半年全

省经济运行情况，并就相关问题回答记

者提问。

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全

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力推进，生产需

求逐步改善，经济运行逐步向好的发展

态势不断拓展，上半年全省主要经济指

标增速稳步回升。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

25608.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下降0.3%。较一季度回升6.4个百分

点，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世炎介

绍，今年河南省夏粮再获丰收，全省夏粮

生产形势总体良好，夏粮总产量750.75

亿斤，增长0.2%，再创夏粮产量历史新

高。上半年，全省禽蛋产量196.28万

吨，增长1.2%；牛奶产量58.19万吨，增

长1.9%。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二季度

末，生猪存栏3402.51万头，同比下降

4.3%。经济作物生产形势良好，上半

年，全省蔬菜及食用菌产量增长1.7%。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29.60元，城乡收入差距略有缩小。

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905.46元，增长0.6%；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6773.52元，增长4.4%，高

于城镇3.8个百分点。

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

迎伟表示，在上半年的工作中，我省始

终把保障民生作为根本目的，坚决兜牢

基本民生底线。在就业方面，积极实施

援企稳岗扩就业，切实抓好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上半年全

省城镇新增就业、农村劳动力新增转移

就业分别达到61.7万人、35.5万人，完

成年度目标的56.1%、88.8%。扎实推

进脱贫攻坚，组织召开大别山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工作会议，对20个县(市、区)

和52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推动189

万贫困人口返岗务工。加快发展公共

卫生事业，及时召开全省卫生健康大

会，着力健全市县乡三级公共卫生体

系，省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启动建设，

67个县(市、区)117个紧密型医共体落

地运行。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下拨困难群众补助资金116亿元，发放

临时救助金1.1亿元，救助困难群众13

万人次，有效缓解了疫情对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的影响。

7月19日下午，夏邑县太平镇刘花园村兴海育苗基地负责人杨兴海（左）正在查看青椒苗长势。该育苗基地长期吸纳40多名村

民来此务工，今后将为当地培养20名种苗嫁接人员，帮助其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赵博 摄

强降水过后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修武县

拧紧1013名农村干部“实干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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