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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乡：脱贫路上马蹄疾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
梓 通讯员 张宇 李花葛）“上个月，
俺的家庭宾馆净收入3万多元，这在
以前路不通那会儿，想都白想！”9月
18日，记者在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
六组采访时，63岁的贫困户杨秀娟
说的一席话道出了山区群众的心声。

太平镇立足自然生态环境优
势，将公路建设与全域旅游、山区脱
贫攻坚深度融合，高标准建成 42公
里旅游环线公路，涵盖 7个村 32个
组。处在旅游环线上的东坪村捷足
先登，发展农家宾馆 75家，每到旅
游旺季，外地游客携家来这里度
假。截至目前，今年到东坪村住宿
的游客超过 15万人次，推动该村人

均增收1.8万元。
近年来，西峡县累计投入 20多

亿元，先后完成公路改造升级300余
公里，新建公路道路 600多公里，形
成了两条高速、5条国道、3条省道、2
条旅游公路、27条县乡公路纵横交
织的大交通格局。

“公路是脱贫攻坚的黄金道。”
据该县县长周华锋介绍，修通了公
路，带来了信息和技术，推动了现代
农业的发展。目前，该县“菌果药”
三大特色产业，产值超过 60亿元，
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以上。全
县 3280户 8063名贫困群众在适合
自己的种植、加工、仓储、购销、流通
岗位上大显身手。8

“手挥养羊鞭，贫困也不怕，新房子
也盖好了，俺现在是多养羊发羊财。”在
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记者走进该村最
美脱贫攻坚户王书敏家中，王书敏笑得
合不拢嘴。

“原先破罐子破摔，好打个小牌，自
从成立‘三带五联’联户组，俺组长王建
林没事都来讲政策，唠家常，鼓起俺的
脱贫信心，年前光俺那 8只羊都卖了万
把块。俺现在可是黑旗变红旗，成了光
荣户！”王书敏激动地说。

“平时就是串门子邻居，他过不好，
我作为邻居也要帮他，更别说当上联户
组长，更是肩负一份责任。看到书敏转
变了观念，鼓起精气神，摘掉旧帽子过
上好日子，我也很幸福。”联户组长王建
林开心地说。

在脱贫攻坚中，内乡县创新推进
“三带五联奔小康”活动，“三带”即党员
干部带、社会能人带、致富能手带；“五

联”即联学、联帮、联保、联争、联创。在
全县所有农村，五户为一组，组建联户
组，建立“村党支部—村民小组—联户
组—农户”四级工作网络，动员组织群
众互相帮助、互相鞭策、互相监督，自我
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合力脱贫攻
坚，实现邻里和谐、乡村文明。

目前，在内乡，全县 16个乡镇 288
个行政村共成立联户组25493个，覆盖
128661 户、514035 人，其中重点联户
组 7868个，覆盖 38539户、135407人，
有效推动了“三带五联”在全县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该县以争当“最美户”为激励，通
过“讲评晒”“红黄黑”授旗和举办“扶
志堂”、开办“爱心超市”等形式，激发
贫困户荣辱意识，“躺在政策温床上等
救济”的贫困户越来越少，打起精神比
致富已逐渐成为内乡广大农村的一种
新时尚。8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申鸿皓

“让开礼当我们的脱贫致富‘领头
雁’，大家伙儿都放心。”9月16日，在社旗
县郝寨镇丹阳村说起今年新当选的村党
支部书记李开礼，大家伙儿忍不住地点赞。

在今年4月份的村“两委”换届选举
中，李开礼通过两轮选举，顺利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大家选我当村支书，我也
很意外。”李开礼说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份
太大的惊喜。然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他们认定了李开礼这个“主心骨”。

她是公婆的“贴心小棉袄”

2010 年，李开礼从郑州华信学院
高级护理专业毕业后和大学同学邢文
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自从嫁到邢家，她便和公公婆婆住

在了一起，尽管家境贫寒，但她始终把
公婆二老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孝
敬，夫妻和睦、家庭和谐，一家人其乐融
融，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这么多年了，俺娘儿俩就没吵过
嘴。”说起李开礼，她的婆婆寇六女笑得合
不拢嘴，“俺这妮儿真是比亲闺女还亲啊！”

寇六女虽然还不到60岁，但体弱多
病，患有高血压、肺炎等多种疾病，一见
风霜雪雨就容易感冒引起身体不适。为
了能照顾好婆婆的身体，李开礼不仅包
揽了家里和地里的活儿，还经常变着法
儿给婆婆做爱吃的饭菜。十多年来，凭
借自己学医的优势，坚持食疗加药疗，婆
婆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起来。将心比心，
她待婆婆亲，婆婆对她也好。

寇六女逢人就夸：“要不是俺开礼
闺女，我早就到阎王那儿去报到了。”

2014年，李开礼怀孕了，一家人别
提有多高兴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公公邢保国被查出患癌，因为怕花钱说
啥也不治。身怀六甲的李开礼含泪说
服了公公，毅然拿出和丈夫打工挣来的
所有积蓄，硬是把公公送到医院治疗。
住院期间，她挺着大肚子，端茶喂饭、擦
屎刮尿，从不厌烦，同病房的病友纷纷
为邢保国的这个“闺女”竖起了大拇
指。“能遇见这样孝顺的儿媳妇，这一辈
子值了！”虽然经过半年的治疗没能挽
回公公的生命，但邢保国是笑着走的。

今年在全村“最美家庭”评选活动
中，李开礼一家榜上有名，成为村里的
模范榜样。

她是全村群众的“领头雁”

在村里，李开礼的孝老敬亲的事儿
有口皆碑。大家都说，开礼不仅是老邢
家的“好媳妇”，更是丹阳村的“好媳妇”。

每当左邻右舍遇到急事难事，她都

会及时赶到，尽全力帮助；谁家盖房子
缺少人手，她就主动去帮忙做饭；谁家
有个大病小灾，她总是会及时去探望，
伸出援助之手；镇上村里组织的各项公
益活动她都用心积极参加……

去年10月份，邻居家一个6岁的小男
孩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赌气出走，李开礼
知道后，连中午饭也顾不上吃，从上午10
点钟一直帮着找到下午6点多，把小男孩
平安找了回来；贫困户邢建国的女儿考上
了大学，她跑前跑后办手续，为其顺利申
请到了慈善总会的助学救济……

“既然大家伙信任我，那我就得对
得起这份重托，在照顾好我的小家的同
时，更要照顾好村里这个大家。”李开礼
告诉记者，丹阳村共有贫困户 16户 92
人，现在村里建起了中药材种植基地，
发展了养殖产业，已经先后有 4 户脱
贫，下一步，她要做的就是保证在脱贫
致富的路上不让一个群众掉队。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
竹 通讯员 张晓东）“新车从查验通
道开进去转出来，查验、缴费、选号、
发证、上牌一次搞定，服务效率真
高！”9月 16日，在南阳市公安局车
管所新车入户一站式受理通道，不
到半个小时就办妥所有手续，便捷
高效的服务让前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南阳市交通管理“放管
服”改革的一个缩影。南阳市作为
我省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试点，
率先实现了 18 种车驾管理业务

“一证办”“刷脸办”“自助办”。在
24 小时自助车管所中,市民凭身
份证或刷脸进入后，就可以在智能
终端上办理交通违法查询处理、驾
驶证补换和车辆购置税缴纳等业
务。服务从“排队办”转变成为“不
见面就办”。

此次“放管服”改革中，南阳将
交管服务从网上办向就近办延伸，
交管业务全部延伸至派出所户籍
室、社区警务室，延伸到交警中队、
乡镇交管站，还依托 4S店、修理厂、
保险公司、邮政等社会资源，购置

和投放各种自助办理设备，开通便
民服务项目。目前，南阳市在市、
县两级车管所和全市便民业务网
点，投放了 16台自助业务受理机、
39 台自助选号机和 176 台自助交
通违法处理机，相关业务受理实行
全程上网通办，用微信、支付宝“刷
一刷”即可缴费，群众可就近选择
自助网点，无须预约排队，随时随
地想办就办。

根据群众需求，南阳交管部门
还专门成立了网络管理部门，专职
受理“网上办”业务审批办理，通过
交警微信、交管APP等平台，群众可
随时预约车驾管业务。在这些平台
上，交通事故快撤快赔、微信扫码挪
车、大货车入市电子通行证办理、拖
车公告查询等功能模块，为市民提
供24小时不下线的便捷服务。

据了解，南阳交管网上业务推
出两个多月以来，微信交通违法处
理平台单月使用量已经超过万余人
次，有 16000 余名驾驶人在交通安
全网上平台通过了学习考试，每天
通过网络办理交管业务突破 8600
笔。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
梓 通讯员 袁永强 韩春）9 月 11
日，记者来到宛城区黄台岗镇大夫
庄村，整洁宽敞的水泥路通村入户，
大气时尚的文化广场上歌舞翩跹。
在贫困户袁汉林家，干净平整的水
泥地面，院子里柿子树硕果累累，两
间新修成的平房让人倍感温馨。

为切实改善贫困群众人居环境
和生产生活条件，宛城区自 2017年
以来即以村为单位全面开展了“三
无一规范一眼净”清洁家园活动，重
点对农村垃圾、生活污水、村庄残垣
断壁等进行集中整治。全区 162个

村（社区）建立了长效保洁机制，初
步形成了“户清、村集、乡镇转运”的
垃圾分级处理模式，6个贫困村实施
了安全饮水工程，对 17个贫困村标
准化卫生室和文化服务中心进行提
升，全区 21个贫困村基础设施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

对房屋功能不健全、居住环境
需改善的贫困户，宛城区开展“七改
一增一树”活动，采取区财政奖补、
街道结对帮扶、企业参与、乡镇自筹
等方式，按照每户补贴3000元的标
准，全面改善贫困户的基本生活条
件。8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
梓 通讯员 立功 张卓 晓涛）“ 瞅
瞅，大田粮棉、瓜果花卉、蔬菜种
类总共三大类，不同成长期有不
同的配肥比列。”9 月 13 日，在新
野县沙堰镇的云农场培训中心，
随着农场党支部书记孙海燕的讲
解，液态肥已经从机器里“咕咕”
往塑料桶里流，围观的贫困户啧
啧称赞，“真是神了！”

去年2月，由6名党员组成的新
野天辰云农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党
支部成立，该党支部探索“互联网+
党支部+公司+扶贫基地+贫困户”
的产业扶贫模式，吸纳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发展产业，或者在云农场
里就业。

云农场党支部与其他乡镇 120
个农村支部联合设立了村级服务
站，依托云农场培训平台，邀请专业
农艺师开展培训，目前共带动沙堰
镇16个村495户贫困户种植优质小
麦、蔬菜等，云农场全程免费开展供
种、供肥、耕种、机防、农技、收购等
服务，收益全部归贫困户所有，亩均

纯收入 5000元以上。
沙堰镇肖庄村贫困户徐学田因

残致贫。通过肖庄村党支部介绍，
徐学田和他爱人在云农场蔬菜地里
务工，徐学田每天务工收入 80元，
他爱人每天务工收入60元。今年4
月徐学田和云农场签订了农业产业
带贫协议，今年预计各项收入能达
到3万元。

新野县上庄乡杨营村村委利用
闲置地盖起来扶贫车间，上庄乡党
委书记任义卓说：“我们主要采用企
业+支部+车间的形式，带动贫困户
就业，支部主要负责招工、监督用工
协议执行情况，还负责根据需求设
置公益岗。”

在精准脱贫工作中，新野县为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改造升级新建 166个村级党群服务
中心，配强 25个村党支部书记，整
顿 26个软弱涣散村。同时，县乡两
级派出 2736名机关干部与 8564户
贫困户结对帮扶，动员全县 36家企
业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形成了脱贫
攻坚的整体合力。8

南阳交管

“放管服”改革让群众省时

宛城区

扮靓家园让贫困户美起来

小支部拉起致富“大马车”

西峡县

“交通扶贫”美了乡村富了民

丹阳村的“好媳妇”

■南阳脱贫攻坚“首战”倒计时

“每天起床先看看有没有太阳，没想到
就是这阳光，让俺一年净领分红3000元。”
8月 24日，内乡县大桥乡河南村贫困户李
福国倚在门上，指着房前屋后金光闪闪的
光伏板，一说话嘴角就习惯性地上扬。

如今在内乡，光伏产业资产收益实现
了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该县的
主要做法是成立聚能公司，通过银行贷款
利用县乡村广场、牧原猪舍和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等，以每户配置5千瓦的规模，建
成分布式光伏电站77兆瓦，贫困户可连续
20年实现每年3000元的资产收益。截至
目前，已为贫困户发放分红3591万余元。

除此之外，养殖产业资产收益全覆
盖、扶贫就业车间、贫困村集体收入、贫困
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家庭重度残疾
人集中托养在内乡县都实现了全覆盖。

内乡县桃溪镇东川村73岁的周改芝，
智障、聋哑，丈夫去世了，膝下又无子女，
基本生活都成了难题。今年5月 20日，来
自全县10个乡镇的60名贫困家庭重度残
疾人，住进了装修布置一新的内乡县贫困
残疾人马山托养中心，周改芝就是其中之
一，“县财政拿钱托养，贫困户不用花一分
钱，食宿全包，两个残疾人，我们配有一名
护工，一天24小时照顾。”该托养中心办公
室副主任秦国有说。目前，在内乡大桥乡
还有一个贫困残疾人托养中心，都是以

“政府主导、民营公助、社会联动”的形式
运转，两个托养中心共托养100人。

住院花费近10万元，经过七次报销，
最后自己只花了两三千元。谈到如今的
好政策，内乡县师岗镇付湾村贫困户郑建
山不住地感恩：“国家的政策真是好啊，让
咱敢看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为解决人民群众因为大病致贫或大
病返贫，内乡县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医保、大病补充保险、南阳市医
保救助工程的基础上，县财政拿出2000
万元设立健康扶贫专项基金,为每户贫
困户购买了基本医保和意外伤害保险，
确保贫困户的医疗保险全覆盖,并筑牢
多道防线精准施策，大病患者住院实际
补偿费用超过百分之九十。截至目前，
该县累计为贫困人口减轻就医费用负担
3468万元，让贫困群众没钱也敢看病、
能看得起病。

为方便群众看病，该县还实施了县
级医院梯次搬迁升级计划，为97个贫困
村高起点重建了卫生室并配备设备，实
现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全覆盖，严
格落实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实现了
七次报销一站式结算。同时，所有贫困

人口免费体检、慢性病扩病种减程序、提
高报销比例、慢性病用药经政府兜底后
合规费用全额报销。

脱贫攻坚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除
了防止因病致贫，内乡县打出“组合
拳”，进一步解决好因学、因房、因残、因
灾等致贫返贫问题。

为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代际传递，
内乡县利用PPP项目融资10亿元，整县
推进教育信息化扶贫项目，利用牧原公
司每年5000万元的教育扶贫基金，稳定
农村教师队伍；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危
房改造，确保搬得出、住得好、能致富、可
持续，解决“住房”问题。加强社会保障，
解决“兜底”问题；统筹调整农村低保和
扶贫标准，农村低保标准由去年的3360
元提高到 3600元，平均月补差不低于
155元，实现低保标准与扶贫标准“两线
合一”；加大资金投入，解决“硬件”问
题。2018年总投资近 1.8亿元，全面解
决了贫困村群众的饮水问题，在46个贫
困村及深度贫困村建设了通村主干道
74条，并全面改善了贫困村人居环境。

“三带五联”鼓足精气神3

“脱贫不返贫”唱响幸福歌2

作为今年南阳市拟脱贫摘

帽的三个县之一，内乡县通过

“六个全覆盖”让贫困户稳定脱

贫，同时打出了七次报销、教育

扶贫、社会保障等“组合拳”，防

止因病、因学、因残、因灾等致

贫返贫。同时以乡村治理创新

为突破口，创新推进“三带五联

奔小康”活动，从调动贫困户积

极性入手，根本上增强贫困户

荣辱意识，让一朵朵致富金花

盛开在贫困群众心中。

截至2017年年底，内乡县

实现了5857户 19796名贫困

人口脱贫退出，贫困发生率由

6.98%下降到3.85%。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樊翠华 樊迪

灌涨镇发展葡萄产业助力脱贫 樊迪 摄

余关镇子育村幸福广场上的
光伏长廊 闫风羽 摄

“三带五联”联户组长刘红栓正向贫困户讲授果树管理技术 樊迪 摄

1
“六个全覆盖”
编织新生活

3000元
内乡建成分布式光伏电站
77 兆瓦，贫困户可连续
20 年实现每年 3000 元
的资产收益

3591万余元
截至目前已为贫困户发放
分红3591万余元

平时就是串门子邻居，

他过不好，我作为邻居

也要帮他，更别说当上

联户组长，更是肩负一

份责任。看到书敏转

变了观念，鼓起精气

神，摘掉旧帽子过上好

日子，我也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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