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防控疫情防控疫情 众志成城众志成城

综合新闻 2022年1月13日 星期四
责编 / 张豪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 通讯员孙雅
婷）以往冬天都是农闲时节，但如今这

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1月 7

日，在滑县枣村乡西徐营村金泰服装有

限公司“卫星工厂”车间内，女工们脚踩

缝纫机，手上飞针走线，正在赶制出口

服装订单。

滑县是一个有近 150 万人口，辖

1009个行政村的农业大县、人口大县，

劳动力资源优势突出。滑县乡村振兴局

局长韩红斌介绍，近年来，滑县抢抓沿海

发达地区服装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

地区规模化转移的机遇，结合本地优势，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把纺织服装作

为主导产业谋划发展，让群众和企业成

为产业发展受益者。

韩红斌说，滑县金泰服装有限公司

是一家现代化服装加工企业，公司总部设

在滑县产业集聚区，有22个“卫星工厂”

（分厂）分布在多个乡镇。目前，这种“总

部+卫星工厂”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滑县实

施精准帮扶、产业帮扶的有效探索。

“原来企业招工难，工人流动性大。”

滑县金泰服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德民

说，2013年，滑县引进金泰并把工厂建

在村里后，企业招工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用工成本、物流成本和融资成本大大降

低，员工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如今，该公

司有员工3000余人，年生产能力700多

万件。

“在金泰打工3年，员工闰玉彩是

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家庭状况得到了

极大改善，实现了‘一年脱贫、两年存

款、三年小康’的目标。”滑县金泰服装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仁增介绍，厂

里像闰玉彩这样的工人有很多，之前

在外打工花销大，存不下钱，生活依旧

拮据。“我们在各个乡镇建立‘卫星工

厂’，重点吸纳附近村庄的脱贫户进厂

务工，优先培训，优先上岗，虽然工资

没有沿海城市高，但我们免费提供食

宿、接送、洗浴等服务，发到手的工资

基本上能全额补贴家用。”

“门口就业真好，兼顾一家老小。”

“转移就业一人，实现全家脱贫。”……当

地村民常常用这些口头话表达对滑县产

业帮扶的感激之情。

谈到“卫星工厂”带来的好处，祝庄

村党支部书记祝进学感慨地说：“‘卫星

工厂’不但为农村妇女搭建了一个致富

平台，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村里有了

钱，啥事都好办。我们把工厂租赁费用

于村里的带贫和公益事业，又巩固了脱

贫攻坚成效。”

截 至 目 前 ，滑 县 共 整 合 资 金

10031.3万元，培育纺织服装企业103

家，其中“卫星工厂”88家，带动工人就

业6000余人，户均增收3万元，实现了

政府、企业、村集体、农户合作共赢，推动

当地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上接第一版）

在此基础上，区纪工委以“监督清

单”的形式明确了8项30余条监督内

容，在扶贫项目管理、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机制、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逐

项列出负面清单，实行清单挂图作战，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村组，实地查

看、入户走访，针对区直有关单位、乡

镇、帮扶单位、帮扶责任人责任落实情

况进行督查检查，建立与行业部门信息

共享、情况互通、线索互移的工作机制，

每日联合督导并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进

行通报。目前，已开展督导20余次，发

现问题41条，已全部整改完毕。

治病于初萌，防患于未然。区纪工

委建立3+N联合督导机制和快查快办

制度，多个督导组分别对两镇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疫情防控、营商环境、安

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工作开展督导检

查，确保真督实查，倒逼责任落实；发现

问题苗头及时查办，对发现村容村貌、

户容户貌、“暖心墙”帮扶政策措施不全

等16个问题，以日督办、周通报形式，规

定整改时间，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同

时，以时刻保持对问题“零容忍”的态

度，对“死灰复燃”问题，发现一起，严肃

处理通报一起，形成有力震慑。

为了让监督的“探头”在基层群众

当中发挥作用，区纪工委还创新监督方

式，利用“码上监督马上办”开展线上监

督，要求各单位在显著位置粘贴“码上

监督马上办”微信二维码，积极宣传推

广使用扫码评价反馈，以此监督职能部

门、窗口单位廉洁用权、秉公用权，借助

“码上监督马上办”实现从“线下”到“线

上”再到“指尖”的公开、便捷、便民的监

督模式，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监督显现成效群众生活富足

干净的小院四季花开，宽敞的马路

干净整洁，儿童在村里嬉笑打闹，老人

围坐闲唠家常……如今，走进示范区各

乡镇的村落，一个个村庄正破茧化蝶。

新一届村“两委”干部走马上任后，带领

村里老少爷们铺路架桥、发展产业、主

动作为。细心的村民发现，村干部的背

后有纪工委在“推”着“走”“督”着“跑”。

老应村下辖的郭庄自然村内，64

岁的13组村民应德长郁闷了半辈子，

原因就是他家门前有条S形泥坑路。

自打他记事起，门前的道路就是晴天尘

土乱飞、雨天污泥四溅。这还不算，之

前修路时，由于坑塘阻挡，直路变成了

弯道，坑坑洼洼，给村民们的出行带来

了极大不便。

前不久，经过示范区纪工委精准监

督，填坑修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一

个多月前，一条宽10多米的平坦水泥路

展现在了村民们面前。“以前3米多宽的

‘水泥’路，变成了现在10多米宽的水泥

路，听说要不了多久还将铺成柏油路

呢。”郭庄自然村不少村民告诉记者，现

如今他们村最宽敞的地儿就是这个以

前“拐个弯儿就怕掉沟里”的地方。

行走在郭庄自然村，不仅1000多

米的水泥路铺到了各家各户，而且每家

都通上了燃气，地下铺设了自来水管

网、污水管网，卫生间的粪便池能随时

冲洗。按照应德长的话讲，“早就赶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

示范区乡镇里的点滴变化，与辖区

纪工委在背后的精准监督密不可分。

纪工委加强镇、村（社区）“三资”提级监

督，紧盯政策资金补贴、项目资产管理、

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及使用过程中

存在的违纪违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

在必要时进行抽查审计。

不仅如此，区纪工委还推进大数据

对比监督，利用好扶贫、财政等职能部

门的信息化监管平台，重点围绕乡村振

兴到人到户政策性补助资金、乡村振兴

项目建设资金、民生领域政策性补助资

金项目的落实情况，开展大数据比对分

析，对发现的问题线索组织联合调查核

实，对政策落实中的异常和偏差及时发

出预警信息，实现监督信息共享。

王君表示，将继续把落实乡村振兴

工作监督作为今后推动政治监督的一

个具体抓手，紧盯乡村振兴各阶段的重

点领域、关键环节和关键人实施再监

督，坚持做好跟进式监督、嵌入式监督

和常态化监督有效结合，坚决做到上级

决策部署到哪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

里，全力护航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

聚焦监督保障 护航乡村振兴

滑县 产业让脱贫成效更可持续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孙伯
阳）1月9日，在中牟县韩寺镇东营村，河

南大学返乡大学生李志真说：“这次疫

情发生后，我主动报名成了村里核酸检

测信息录入员，穿戴好防护服的那一

刻，深感自身责任重大，手机上录入的

不仅是一条条信息，更是一把把确保村

民生命健康的守护伞。”

面对近期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韩

寺镇党委、镇政府向返乡大学生发出号

召，百名返乡大学生第一时间加入韩寺

镇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中，迅速投身疫

情防控一线，组成青年防疫阵地。每天

早晨7点，他们准时到达各村核酸检测

采样现场，引导村民有序排队，解答村

民疑难问题。

“大学生志愿者在这次疫情防控工

作中充分展现了青年人的担当，他们是

好样的！”中牟县委副书记、韩寺镇党委

书记魏玮表示。

□本报记者代珍珍

1月11日，临近中午，郑州市金

水区丰产路街道广测社区核酸采样

点前又排起长长的队伍。“因为是下

班时间，这个时间点人最多。”这是李

强在核酸采样点做志愿者的第6天。

李强是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机关服务中心工会主席兼局卫生

所所长。连日来，丰产路街道核酸

检测工作人手紧张，正在休病假的

李强主动报名参加了志愿服务。

“我是党员，凡事要站在前。”李强

说。这个核酸采样点一共有15名志愿

者，李强是志愿者当中年龄最大的。为

了杜绝乱插队、人群聚集等现象，他要

时刻关注排队情况，清点核酸检测人

数，引导群众保持一米间隔距离。

在居民登记扫码区，郑州商学院21

岁的大三学生翟瑞昕积极引导社区老

人、儿童等做核酸采样。“虽然有点辛苦，

但作为防疫队伍中的一员，以这样的方

式开启新的一年很有意义。”翟瑞昕

说。

在核酸采样点绿色通道，74岁的

樊桂枝做完采样后，连声向省人民医

院的医护人员张亚慧致谢。从上午开

始工作起，张亚慧没有喝一口水，马不

停蹄地为排队人群做核酸采样。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

位，但我们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聚成

了一股力，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李

强说。

□本报记者李燕通讯员王自力

元旦刚过、疫情反扑，已经10天

没回过家的张方杰头发有些凌乱，眼

里充满血丝，但干起工作依然精神十

足。

张方杰是2021年我省选派的首

批“墩苗”干部，任职民权县副县长、

花园乡党委书记。地处民权县城乡

接合部的花园乡是民权的“南大门”，

连霍高速、郑民高速、310国道穿境而

过，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

1月2日晚，接到民权县疫情防控

工作通知后，张方杰立即成立领导小

组并担任组长，牵头制订《花园乡防控

方案》，建立乡、村、组三级防控工作责

任网络，主持召开疫情防控部署会、研

判会、调度会，要求全乡党员干部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

严把高速口“输入关”是花园乡

疫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张方杰

抽调精干力量联合有关部门组建连

霍高速民权出站口防控卡点，明确四

名班子成员带队，24小时值班值守，

为群众守好民权“南大门”。

1月11日中午，刚忙完上午工作

的张方杰，简单地吃了午饭后，拿起

手机打通了乡党委副书记、赵洪坡管

区书记闫磊的电话。

“喂，闫书记，吃饭没，今天天气

这么好，我担心大家会出来扎堆聊

天，我们一起去你的管区看一下。”

“好的，张书记，我们马上就走。”

12点18分，张方杰和闫磊从乡

政府出发，沿民睢路向赵洪坡村方向

前行……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刘飞

寒冬腊月，在商水县邓城镇，疫情防

控的弦却始终紧绷着。

这几天，每天中午12点，张堂村村民

张强就会准时来到村疫情防控卡点，给每

名志愿者送去一份热气腾腾的饭菜。

“天气冷，吃完再给你们盛！”张强小

心地把饭盒递过去，关切地说。

今年49岁的张强以前在外地干厨

师，后来因妻子患病便返乡开了一间饭

店，生意十分红火。

进入腊月后，随着返乡人员增多，疫

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张堂村及时设置

了疫情防控卡点。

为配合疫情防控，张强的饭店也关

门了。

儿子张帅是村干部，张强每天看他

上班都是早出晚归，吃饭也不定时，很是

心疼，便主动担起了给儿子送饭的任务。

来到卡点，当他看到几名志愿者站

在寒风中，忙碌地给来往行人登记信息、

测量体温的时候，心里不是滋味儿。他

返回家中，又重新做了几份水饺送到卡

点上。看到志愿者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张强开心极了。

一连几天，张强都准时给志愿者们

送来饭菜，水饺、炝锅面、炸酱面，丰富多

样。

“做志愿者的感觉真好。”张强找到村

党支部书记要求加入村里的志愿者队伍。

“强叔，你经常给大家送饭，还不要

钱，不就是一名志愿者吗？”张堂村党支部

书记李治强感动地说。张强恍然大悟。

“做饭是我的老本行，能为村里防疫

工作出一份力，俺心里踏实！”张强腼腆

地说。

□本报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赵改玲郭秦森

近日，一封手写的感谢信在修武

县七贤镇云台社区传开了，让社区负

责人侯保国和工作人员王彩霞一下子

站到“C位”。

“认真为群众办事，为他们的工作作

风点赞、叫好！”递送感谢信的云台社区

云台花园小区居民梁丽竖起大拇指说。

原来，梁丽在河南科技大学上学

的女儿放寒假回家，按照疫情防控要

求，凡洛阳返乡人员必须向单位和社

区报备。

梁丽便把女儿的情况向社区报

备，王彩霞耐心地教梁丽如何填报信

息、有哪些注意事项，并叮嘱梁丽的

女儿必须当天接受核酸检测。

“从云台花园小区去修武县人民

医院做检测，开车来回得一个多小

时，自己不会开车，老公不在家，怎么

办？”梁丽犯了愁。

了解情况后，侯保国果断地说：

“我开车把你们送到医院。”做好个人

防护后，侯保国立即送梁丽母女去修

武县人民医院。

梁丽感到过意不去，偷偷给侯保

国微信转了80元车费。等做完核酸

检测，侯保国又把母女俩送回了家。

第二天凌晨1时许，侯保国这才算“下

班”。回到家，梁丽发现车费被侯保

国通过微信自动退回了。

后来梁丽了解到，社区里需要做

核酸检测的，都是侯保国免费开车送

去的。感动之余，梁丽通过手写感谢

信表达她对社区工作者的感激之情。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梁瑞芳李淑华

“谢谢警察，要不是你们及时把

我妻子送到医院，万一发生意外，我

会遗憾终生！真的太谢谢你们了！”1

月8日晚，在滑县人民医院，家住滑县

新区的刘孟握着滑县公安局执勤民

警李春玄的手连声道谢。

原来，刘孟的妻子闫知音已经怀

孕30周，当天19时40分左右，独自

在家的闫知音突感不适急需就

医，由于其所在的小区属于封控区，

外出就医需要开具相关证明，她担心

办理外出手续耽误就医时间，且丈夫

在封控区外无法回家，于是就拨打

110报警电话求助。

接到闫知音的求助后，滑县公安

局指挥中心迅速通知在附近执勤的

民警李春玄，告知其特殊情况。

“在疫情防控期间，按照相关要

求群众必须居家，但针对紧急事件，

我们还是要随

机应变。”李春玄说，接到指令后，他

马上与闫知音联系，同时与县疫情防

控指挥部、社区、街道、医院等多部门

沟通，开辟绿色通道，快速将孕妇送

到医院进行救治。

“妻子告诉我，她刚拨打完求助

电话，就立马有人与她联系，前后也

就6分钟，就被送到了医院救治。”提

起当时的情况，刘孟很是感激。

本报讯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委统战

部召开专题研讨会，组织辖区港澳代表

人士，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并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内容与

港澳代表人士进行热议，确定了2022

年金水区港澳工作目标和内容。

（于娜）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1月12日，记者从上蔡县委宣传部获

悉，由王华峰编著的《普惠金融与乡村

振兴解读》近日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发行。

王华峰系中国人民银行新蔡县支

行行长、高级经济师，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曾参与编著《学习型金融组织》

《解读金融危机》《民间金融研究》等著

作。

《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解读》全书

近20万字，分6个章节。中国人民大学

博士生导师、教授王来金同志在为《普

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解读》一书所作序言

中认为，该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

度，全书从乡村振兴、普惠金融的概念

入手，以全新、独特的视角对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义、乡村振兴与普惠金融的关

系、新时代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路

径等方面给予深入浅出的探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黄莎
莎）1月10日，记者从济源农科院了解

到，近期该院分包党员进社区，解民困，

以实际行动扎实推进“党群连心工程”。

据了解，济源农科院把实施“党群连

心工程”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多

次召开党组（扩大）会、党员会议等，对“党

群连心工程”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组织35

名在职党员全部参与，每月至少开展两次

以上活动，通过入户走访、微信联系、电话

沟通等方式了解群众需求，征求群众意

见，广泛宣传党的好政策，并积极做好疫

情防控、消防安全、反电信诈骗、文明城市

创建等宣传，先后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30余条，解答解决物业管理等问题11个，

赢得了社区居民广泛好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师文要）1月9日，在鲁山县产业集聚

区北区同盟路附近，一个大型仓储项目

正在加紧施工。该县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王延生介绍，鲁山县2021年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180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

103.4%。

2021年，鲁山县共确定重点项目

110个，计划总投资714.6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174亿元。该县全年共举行

集中开工活动4次，其中“三个一批”活

动2次，共集中开工项目100个，总投资

52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61.5亿元，有

力支撑了固定资产增速。

截至目前，鲁山县2021年110个项

目中实现开工在建 97 个，开工率

87.3%。高标准农田建设等52个项目

如期实现开工建设，森田公司蛋鸽养殖

项目等24个计划建成项目正在按节点

顺利实施。

6分钟！滑县民警急送孕妇就医

中牟县韩寺镇
百名大学生 当好“守门人”

“能为村里出一份力，
俺心里踏实”

手写感谢信 致敬防疫人

“我们拧成一股绳，定能战胜疫情”

10天没回家，张方杰“墩”守防疫一线

《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解读》出版

济源农科院

“党群连心”解群众困难

鲁山去年完成重点项目投资180亿元

金水区委统战部组织港澳代表人士
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疫”线
暖新闻

疫情防控咱要搭把手

党员靠前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