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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田明刘婷婷通讯员王仲芳

“多亏了党的好政策，今年俺家房子翻

新盖起了两层楼，俺那口子的身体也一天

天好起来了！”2月22日中午，匆忙给丈夫

做好饭，自己扒拉了两口，韩红晓就匆匆踏

上上班路。这样日复一日照顾丈夫的生活

她坚持了15年。

贾洪涛、韩红晓夫妇是舞阳县北舞渡

镇贾湖村脱贫户。2006年11月，一场车祸

导致贾洪涛全身瘫痪,照顾瘫痪的丈夫，抚

养年幼的子女，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了韩红

晓的肩上。

虽历经生活变故，但韩红晓从没被困

难打倒过。“光靠政府俺心里过意不去，还

得自己干！”韩红晓先后在北舞渡镇的家具

店、服装店做导购员，每月能挣2000多

元。靠劳动致富的韩红晓，2016年成为村

里首批脱贫户。

“俺现在每天充满干劲，多挣钱给娃攒

学费，给丈夫改善生活！”提及将来，爱笑的

韩红晓信心十足。

如今，走进全省乡村，映入眼帘的是一

村一景、一景一画和脱贫户的一张张笑脸。

摘穷帽 拔穷根

2020年，我省如期实现了剩余35.3万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5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

的年度减贫任务。

走进2021年，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

已迎来新的历史性跨越。经过8年接续奋

战，我省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胜利，实现

718.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9536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3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2016年至2020年，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由9734.9元增加到

14366元。贫困群众“两不愁三保障”全面

实现，饮水安全全面达标。

洒汗水 啃硬骨

帮谁家收过麦子，为谁家送过慰问品，

调解过谁家的纠纷，又帮哪个贫困户解决

生活难题……河南工程学院驻太康县城郊

乡池庄村第一书记李鑫做的每件事村民们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注册商标、流转土地、设计农产品包

装、开展消费扶贫、发展村集体经济……新

年过后，郑州轻工业大学驻台前县清水河

乡清东村第一书记姬鹏先又忙活起来，2月

25日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打开笔记本又开

始记录起村里的点滴变化。中原大地上，

这样的扶贫故事每天都在书写。

近年来，我省扶贫干部铆足劲头，冲在

一线。全省各级在岗驻村干部7.13万人，

其中第一书记1.98万人，组织19个经济实

力较强的市、县结对帮扶19个脱贫任务较

重的贫困县，省属53所高校结对帮扶53个

贫困县。全省广大扶贫干部勇挑重担、深

深扎根农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稳脱贫 谋振兴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奋斗的起

点。从脱贫攻坚到全面乡村振兴，“三农”工

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巩固提升脱贫成

果、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省

继续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真扶贫，扶真贫，还要政策帮。我省全

面落实社会保障政策，做到应保尽保，将农

村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4260

元，22%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保。

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提高到年人均

不低于5538元，惠及50万人。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103元，惠及375.67

万贫困人口。

强化兜底保障，巩固脱贫成色。我省

全面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 215万

人。全省有6558所各类机构承担特困人

员集中供养、入驻贫困人口4.83万人，有

45.79万名贫困人口享受亲情代养、居家赡

养和邻里助养服务。探索实施保险扶贫，

覆盖108个县（市、区）的261.5万农户，为

稳定脱贫加筑多重“防护网”。

脱贫攻坚奔小康的路上，河南啃下一

块块“硬骨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路上，河南持续发展壮大扶

贫产业，做好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推进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奋力书写乡村

振兴新篇章。

交脱贫答卷 续振兴新篇

党建引领风帆正劲
——原阳县辉煌“十三五”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鑫通讯员李彦伟

在原阳县人民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中，有

一面旗帜指引着方向，鼓舞着士气，这就是飘扬的

党旗。正是因为这面党旗，让如今的原阳，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民生工程硕果累

累，百姓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

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

民的要求。

回首过去五年，原阳县在奋斗中奔跑、在奔跑

中成就，各项事业取得了骄人成绩。这份成绩单是

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担当作为、奋力拼搏的结果，彰

显了原阳党建工作把准方向、凝心聚力迸发出的磅

礴力量。

“这五年，原阳县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选

贤任能，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改革创新，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

政治保证。”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阳县委

书记郭力铭介绍，“十三五”以来，原阳县基层党组

织和广大党员牢记初心使命、强化担当作为，建起

一座座坚强的战斗堡垒，树立起一面又一面高扬

的党员旗帜，镌刻出了原阳县全面加强党建的坚

实足迹。

模式树起来
“党建+”模式融入中心工作

眼下正值草莓采摘季节，原阳县官厂镇娄谷堆

村的草莓大棚里，草莓长势喜人鲜艳欲滴。

草莓大棚的负责人叫娄伟峥，2018年6月回到

老家成立合作社，种樱桃、养锦鲤发展农业产业，如

今，娄伟峥已经带动不少贫困户脱贫致富，合作社

发展也获得了县里扶贫资金的支持。

近两年，为助力脱贫攻坚，原阳县发挥“党建+

典型”优势，以点带面，进而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

一大片”的效果，返乡创业的娄伟峥就是先进典型

之一。

除了“党建+典型”，原阳县为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农商银行服务“三农”的金

融主力军作用，激活“党建+金融”服务模式，建立党

组织“牵线”、金融“搭台”、党员和群众“唱戏”的工

作新模式，为脱贫攻坚找到了金融活水；发挥“党

建+管理”优势，通过制度的健全完善，形成压力层

层传导的局面，增强了考核问效力度；发挥“党建+

创新”优势，结合“学先进群体，创星级支部”活动，

深入开展党建示范村创建。“从党建工作入手，夯实

党建基础，使党建工作成为扶贫等各项中心工作推

进的最有力支撑。”原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林庆

立告诉记者，“十三五”以来，原阳县将党建工作和

各项中心工作深度融合，为原阳县发展注入了澎湃

的“红色动力”。

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黄河滩区到

疫情防控一线，从企业发展到就业创业，红色党建

的身影无处不在。

品牌亮起来
基层党建亮点频出

群众在哪里，党旗就飘到哪里；哪里任务险重，

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有力的工作。5年来，原阳县

不断完善、优化和规范各领域基层党组织设置，进

一步严密基层党的组织体系，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建设工作全面发力、全面深化、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

2018年8月前后，原阳县458名“村级文书”开

始入村工作，“村级文书”这个新鲜名词，不仅是在

新乡市，甚至在全省都是首创。2018年6月，原阳

县决定聘任村级文书，辅助村“两委”完成党建、脱

贫攻坚等工作。“村级文书招募以本乡（镇）常住居

民为主，年龄在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大学专科

学历以上，面对全县公开考试选拔。”原阳县委常

委、组织部部长林庆立告诉记者，村级文书这一支

“青春力量”，解决了村党支部书记队伍结构老化、

素质不高、能力欠缺等问题。

县级领导包村全覆盖、驻村第一书记全覆盖、

村级文书全覆盖“三个全覆盖”让原阳县委找到了发

力点，引爆基层党组织人才不足的着力点，为各个基

层党组织输入了新鲜血液；县委组织部每季度一次

的逐县直单位观摩、乡镇每季度一次的逐村观摩、每

半年一次的“两新”组织观摩等“三个观摩”，是原阳县

基层党建工作的阶段测试和党员干部的加油站；千

分制管理、党员联户管理、红分管理这“三个管理”，

着力解决群众烦心事，激发党员干部积极性……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础。近

几年，在基层党建工作上，原阳县亮点频出，树起了

多个“原阳品牌”。

党员站出来
建强党员干部队伍

“2月3日宣布当选，当天我就带着大家伙开始

疏通河道。”王江涛是原阳县靳堂乡郝庵村新当选

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实现了“一肩挑”。

他告诉记者，为了有效保障村民春耕灌溉，上任不

到半个月，他就组织群众疏通了8000米河道、新添

了3眼机井。

王江涛新官上任的这把火烧得旺，得益于原阳

县在换届前打下的坚实基础。除了从去年6月就着

手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近几年，原阳县一直着力

做好村情摸排、村矛盾化解以及“五个一批”人员的

物色和培育，一大批像王江涛这样的“乡土人才”走

进人们的视野，走进群众中间。

“我要用一颗对党感恩的心，去回报社会、回报

人民！”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总支部杨书锋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几年来，杨书峰主动参与产

业扶贫，先后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方面投入400

多万元，2月25日，他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站得出来，豁得出去”，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色，

不期而至的抗疫斗争，是对党员干部的一次严峻考

验，也是一场深刻的党性洗礼。在抗疫情保发展工

作中，原阳县动员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发挥优势，强

化引领，提升凝聚力，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

不负嘱托，履职尽责、硬核抗疫，涌现出一大批担当

作为、英勇奋斗、表现突出的先进典型。疫情防控

期间，原阳县745个党员先锋岗，119个临时党支部

作用充分发挥，疫情防控一线，160人递交入党申请

书，2名支援武汉医护人员火线入党……共产党员

的身影成为原阳县疫情防控“红色桥头堡”上的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一面旗帜，历经风雨，愈加鲜艳；一支队伍，久

经磨炼，斗志弥坚。旗帜就是方向，队伍就是力

量。“‘十四五’开局之年，站在新起点，原阳县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将砥砺奋进不忘初心，只争朝夕

不负使命，在新起点上奋力开创基层党建工作新局

面。”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阳县委书记郭力

铭代表全县党员干部郑重表态。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同心筑梦

共襄复兴伟业，乘势而上开启崭新征

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

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4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开幕。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将

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十四

五”规划纲要制定和实施，扎实履职尽

责、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汇聚

起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胜利的智慧和力量。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全国政协副主

席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

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

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

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

战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

主席台就座，祝贺大会召开。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应出席委

员2159人，实到2106人，符合规定人

数。

下午3时，张庆黎宣布大会开幕，全

体起立，奏唱国歌。

大会首先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汪洋代表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工作。

汪洋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极不平凡的一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

下，政协全国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扣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认真履职尽责，紧盯社会重大关切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紧抓专门协商机构制

度建设增强工作效能，为实现“十三五”

目标作出了积极贡献，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展现新风貌，服务中心任务取得新成

绩，广大政协委员在特殊年份书写了特

殊的“委员作业”。

汪洋从5个方面总结了过去一年全

国政协的工作。一是深化理论学习，深

入开展委员读书活动，进一步筑牢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思想根基。二是深入协商履

职，有效运用各种协商形式，发挥网络议

政优势，确保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履职活动不松、不乱、不断。三是继续完

善委员讲堂、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

谈心谈话等载体平台，健全从党内到党

外、从委员到界别群众的凝聚共识工作

格局，汇聚团结合作正能量。四是完善

政协工作制度体系，推动贯彻中央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五是加强自身

建设，发挥专门委员会联系界别、服务委

员功能，提高政协工作质量和水平。

汪洋强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人民政协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围绕中共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贯彻

落实，做好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工作，以

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集聚众智、汇聚众力。

汪洋强调，专门协商机构综合承载

政协性质定位，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

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开辟“中国之治”的

重要制度设计和独特治理平台。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中央政

协工作会议精神，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建

设，进一步把人民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要深刻把握专门协商机

构的制度优势，不断丰富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要

不断完善专门协商机构工作制度，坚持

实践导向，培育协商文化，促进政协协商

同其他协商形式的联系配合。要着力提

升专门协商机构履职能力，促进委员更

好地运用协商规则、掌握沟通方法，知责

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更好把报国

之志、为民之心和履职之能结合起来，在

新征程中展现政协委员的新担当。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代表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

报告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

作情况。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提

出提案5974件，立案5044件。提案紧

扣时代脉搏、聚焦中心工作、饱含为民情

怀，凝结着委员的心血和智慧，承载着广

大群众的愿望与期盼。各提案承办单位

克服疫情影响，层层压实责任，办复率为

99.64%。政协提案工作为服务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丁

薛祥、王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

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侠、

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

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贤、沈

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

明金、蔡达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

毅、肖捷、赵克志、周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外

国驻华使节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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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婷婷）3月4日，副省长

武国定到省扶贫办调研，研究省委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安排部署近期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点任务。

在听取省扶贫办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汇

报后，武国定指出，当前“三农”工作正处在

衔接期、过渡期、调整期，我们要认真贯彻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上走在全国前列。

武国定指出，我省脱贫攻坚的实践证

明，全省广大扶贫干部是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忠实执行者，是党

的初心使命的积极践行者，是一支作风过

硬、勇于担当、敢拼能赢、能打硬仗的铁

军。立足新发展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任务繁重，加强过渡衔接要求很高，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任重道远，要发扬连续作战

的作风，不松劲、不懈怠，扎实做好衔接

工作。

武国定强调，要把脱贫攻坚的成果巩固

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要把脱贫攻坚

同乡村振兴衔接好，确保实现平稳过渡；要

把脱贫攻坚中形成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总结

好，继续发扬光大；要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实

好，再创工作佳绩。

武国定在省扶贫办调研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努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走前列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

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主持

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53人。截

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报到的代表

2907人。4日的预备会议，出席2895人，缺

席58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栗战书宣布：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5日召开，大会

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十三届全

国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大会主

席团由174人组成，王晨为大会秘书长。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