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帮扶需求”“村内航拍视频”“帮扶工作简

报”……打开魏亮的电脑，与上乐村镇上乐三村相

关的文件，放在最醒目的位置。

魏亮是河南中豫建投投资集团第一项目管理

公司副总经理，6月底被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派驻到上乐三村进行定点帮扶，任工作队队

长。“通过无人机、GPS等测量设备，我们对村里

4000平方米的废弃坑塘进行了初步测量，做好了

改造准备。”魏亮介绍，发挥公司优势，工作队率先

规划设计了投资50万元以上的上乐三村中心坑塘

改造方案，并计划帮助村集体筹建劳务公司，已有

40多名村民报名加入。

卫辉市85支、新乡市115支、省派19支加1所

“校地共建”院校……洪涝灾害发生后，在原有帮

扶工作队的基础上，卫辉市、新乡市、河南省三级

同时增派工作队，进一步加强驻村帮扶、校地帮

扶、社会帮扶，加大对卫辉市各村的指导和支持力

度。工作队坚持“211+N”帮扶模式，即着力突出

产业就业“双业”带动，“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

制订N类针对性帮扶方案，提高帮扶实效。

“急需区域、物流产业、人居环境整治等方向

的规划。”作为省派帮扶卫辉的唯一一所高校，河

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充分发挥所长，该学院组

织部部长霍国义清晰仔细地列出多项卫辉市的需

求，“都是前期调研所得，方案已经初具雏形。”

纵观卫辉各乡镇，三级工作队与村干部以灾

后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甩开膀子干，凝聚

力战斗力“火速”增强；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爱为

脱贫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工作能力明显提高，乡

村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党群关系更加紧密。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生了巨大的“溢出

效应”，带动了整个卫辉农村的全面发展。

“其中形成的经验和做法，为今后乡村振兴积

累了宝贵经验。”新乡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董征元表

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胜之道”就在一个

“持”字，与打赢脱贫攻坚战一样，新乡市、卫辉市

将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发扬钉钉子精

神，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抓下去。

灾后基础设施发展的短板补上了，卫辉脱贫地区

乡村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专心种黄瓜就行，再也不用花大力气跟动不动就

坍塌的土墙较劲了。”8月5日上午10时，上乐村镇曲律

村脱贫户李新福在自家承包的黄瓜大棚边说，因为位于

蓄滞洪区，去年村里的10座蔬菜大棚被水泡坏，投资

254万元完成升级改造后土墙变砖墙，添上了钢结构，

村干部还自发在大棚后挖了排水渠。

此时的李新福已经忙活了 6个小时，浑身被汗水

浸湿，搬运沉甸甸成箱的黄瓜却依然起劲。“当然得好

好干！暴雨之后家里领到了36000元的补偿金，参与

村里的灾后重建和人居环境整治公益性岗位增收

4000元，一个大棚一年能挣将近7万元！”李新福致富

的信心和动力很足。

走进卫辉市悦农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阵阵桃香

扑鼻而来。返乡创业青年、河南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刘

克帅作为负责人，抱着“领着百姓把钱赚”的想法，将产

业发展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机结合。今年卫辉

市桃树种植面积30000余亩，年产值达3亿余元，成为

农民增收的一张亮丽名片。

加大产业资金投入，2022 年衔接资金产业占比

71.26%；出台《卫辉市享受政策户发展特色产业奖补

方案》，培育壮大世魁肉业、英杰食品、后河镇富民产业

园、孙杏村镇农牧机械园等产业项目，带动56个村集

体经济每村每年增收不低于6万元；鼓励引导农户发

展果树、花椒、油菜等特色种植。

卫辉市通过大力培育产业发展，不断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内生动力，为乡村振兴打下基础。数据

表明，2021年，卫辉市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13548.61

元，工资性收入 9811.49 元；2022年预估人均纯收入

16039.27元，较2021年增幅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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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娄蒙）今年以来，为深入落实

“13710”工作制度，新乡市乡村振兴局以实施“马上办理马路办公”

机制为抓手，坚持在走乡、进村、入户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坚持一线工作法。该局领导班子成员把常在县、常下乡、常进

村、常入户现场办公作为基本工作法，以防止返贫致贫、衔接资金项

目实施、支持挂牌督办县、考核问题整改等工作为重点，每周至少两

次深入基层一线，寻计问策、调研指导，5月份以来已进村入户100

余次，切实督促指导并帮助基层解决工作难题。

实行分包服务机制。实行局领导和内设科室分包服务县（市、

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制度，及时掌握基层情况，全面服务

县（市、区）相关工作，有效助推乡村工作落实。全市监测帮扶“三类

人群”1.3万户4.3万人，户均享受政策达到4.7项，已风险消除5267

户 1.77万人，风险消除率41%。全市衔接资金项目按照时序实施，

项目开工率100%，资金支出进度69%。

广泛发动营造氛围。结合日常督查巡查工作，将局机关主要业

务科室骨干编入督查巡查组，在县（市、区）一起进村入户，不间断开

展工作，帮助乡村发现整改各类问题，目前已到各县（市、区）暗访指

导2轮次累计75个乡镇，在卫辉市驻地指导190个村，现场发现反

馈问题1300余条，帮助基层排查整改问题5000余条，广泛营造了

马路办公的工作氛围。

新乡市乡村振兴局

创新机制 干在一线

□本报记者 马丙宇刘亚鑫

画笔勾勒“恐龙”轮廓，修剪的树叶做好填色，一只“恐龙”栩栩

如生。8月9日上午，在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的村民家中，8岁的

郑茽豪递给了记者一幅树叶拼接画。

“前天上阅享会学到的！”郑茽豪年纪虽小，表达却很清晰。

阅享会是什么？“就是面向村里的青少年，每周日组织开展一次

读书活动。”李志茹是活动的发起者，她告诉记者，阅享会上，分享人

会带孩子们共读一本绘本书，再上相关拓展课。

今年，孟庄镇开展了党建“揭榜挂帅”活动，要求全体党员“认领

榜单，办好实事”，李志茹认领了“阅享会”活动。“村党支部书记范海

涛经常教导，党员干部就是要为群众服务，我也不想单单把这个当

成一项任务来做。”李志茹觉得，做好农村孩子的教育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果断将阅享会从计划的每月一次变成了每周一次。

“到有繁星的地方去”“‘童’在端午 寻古品韵”“奇迹与梦

想”……以不同主题连办几期后，看着忙前忙后的李志茹，南李庄村

妇女主任张延红提出建议：“不能总是一个人讲，把大家伙儿都动员

起来，阅享会才有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就这样，在村委会的组织号召下，阅享会迎来了另一位分享人

付小云，在8月7日带领孩子们了解二十四节气并做树叶画；从事舞

蹈编导工作的预备党员高国华，也将在8月14日的阅享会上教学原

创舞蹈《红领巾》；党员郭建霞又捐赠了44册儿童绘本……

阅享会在南李庄村开办不久，却已经成为每周末大家十分期待

的事情。“生病也要去，还有次忘给他报名了，他跟我生了半天的

气。”郑茽豪的妈妈郭珊珊笑着说，几次阅享会后，孩子的阅读表达

能力明显提高，课外知识丰富了。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青少年是关键一环，大人的言传身教很重

要，环境的潜移默化不可忽视。”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介绍，

除了阅享会，南李庄村还完善工作举措，加大资源投入，开办了家庭

教育讲座、家音广播、“星级文明户”认领以及形式各样的志愿服务

活动，在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上，绵绵用力，下足功夫。

辉县市南李庄

阅享会助力青少年成长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李世营）今年以来，新乡市平原示

范区祝楼乡大力营造“三七二马一争先”的工作风气，推动“能力作

风建设年”活动在祝楼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取得了一定成效，形

成了“四好四定”。

用好一张网格定责任。在全乡范围内科学划分网格单元，三级

网格1个，四级网格23个，凝聚党员、干部、乡贤、村民代表、后备干

部、志愿者等N支队伍构建网格中坚力量，全面落实职责与任务。

用好一本台账定任务。坚持“经济发展，项目为王”发展理念，

制定台账，紧盯节点，有序推进，全面完成示范区下达的信基一期、

盛润物流、双辐玻璃、循环经济产业园等6个重点项目近1000亩征

地的附属物清理工作，保障了重点项目的顺利落地。

用好一个机制定措施。在早七点督导、晚七点总结，一周七天

不间断推进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建立了日巡查、周督导、月评比、季

观摩的督导考核机制。对环境卫生、耕地保护、宅基地等工作通过

闭环督导形成强大合力，通过比亮点，取真经，修内功，实现逐村提

升，整乡推进。

用好一套积分定奖惩。制定村级工作“积分制”管理考核办法，

把基层党建、项目建设、农业生产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情

况与村干部绩效工资挂钩，作为奖惩依据，有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激发干事创业激情。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祝楼乡

“四好四定”提升能力作风

本报讯（记者刘亚鑫通讯员卫利萍王杉闪）8月3日，新乡市红

旗区洪门镇对辖区内88名公益性岗位人员在岗和日常管理情况进

行了抽查，进一步规范公益性岗位管理，保障再就业资金补贴依法

依规落实，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促进就业和社会服务的双重作用。

深入排查，掌握情况。对公益性岗位进行摸底梳理，形成基础

台账，并及时更新。同时，组织人员下村入户进行核查，详细了解在

岗工作情况。

精准比对，规范管理。本次核查采取现场交流、查阅资料、逐一

比对等方式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在岗情况、出勤情况、日常管理情

况进行抽查。根据要求查阅日常考勤，核对出勤人员身份，督导请

假销假制度，因故未见到本人的，要求出具假条或登记手续，建立外

出登记台账。

监督指导，严格把关。以此次核查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公益

性岗位人员的规范管理，严格执行日常考勤制度，做好公益性岗位

人员档案管理工作，使公益性岗位人员进一步发挥作用、公益性岗

位职能得到充分发挥。

新乡市红旗区洪门镇

核查公益岗 保障再就业

□本报记者 马丙宇刘亚鑫 通讯员 娄蒙李娟许庆胜 文/图

八月的卫辉大地，瓜果飘香，生机勃勃，穿行于乡村，最深的感受便是“新”。
新在村庄：屋舍前后，错落有致，水泥道路，宽敞整洁；新在产业：产业大棚，鳞次栉比，田园增收，种养富民；新在观念：重拾信心，眼

界开阔，巧干实干，日子红火……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大灾之后如何巩固脱贫成果？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怎样让农民群众收入

可持续、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新使命下、新征程中、新起点上，一系列问题摆在了卫辉的面前。
这是一项实打实的硬任务。面对去年洪涝灾害、新冠肺炎疫情双重影响，卫辉市委、市政府迎难而上、砥砺奋进，以重点突破带动全

局发展，加快推进监测帮扶、灾后重建、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促进全面改进、全面提升、全面发展；以务实举措加快工作进度，以“韧劲”
“狠劲”“拼劲”来抓落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局“一盘棋”，树好“风向标”，拿出了更多实绩实效。

一张张笑脸，一个个好消息，卫辉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意气风发、勇毅前行。

□王东亮

去年的洪涝灾害，让卫辉成为无数人关注的

焦点。人们被灾情震撼，也被抗洪救灾的场景感

动。

转眼一年间，卫辉又带着问号出现在人们的

关切中：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怎样的影响？有

没有人因灾返贫？灾后重建搞得如何？

这是一份唯有行动方能作答的赶考题。

必须点赞的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各

项好政策支持，有社会各界相助，卫辉市委、市政

府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越是困难越向前，交出了一

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这张答卷也让关心卫

辉灾后重建的人们舒心地笑了。

因灾成为监测户，政府操着心帮助重拾信心，克

服生活困难，增收致富；大棚等生产设施受损，干脆

趁机改造升级；房倒了重建，路毁坏了再修……帮扶

措施更精准，更有力，也更有效！

洪灾面前，卫辉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表现出

团结一心、不畏艰险的可贵精神；洪灾过后，卫辉广

大干部群众更是拿出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

书写出不负人民的时代篇章。

帮扶更实实 三级联合拧成绳 对口帮扶促发展

风吹沃野处处新
——卫辉市全力抓好灾后重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城郊乡纸坊村村民孟庆国今年40岁，回顾过

去几年，他的生活就像一本“抗病日记”。“父亲因

为癌症去世，现在妻子又意外患癌，我也得了慢性

肾炎，压得人喘不过气。”孟庆国坦言。

“但能继续工作，全家就有希望。”孟庆国告诉

记者，虽然之前看病花销大，但在去年成了村里的

监测对象。“他两口子能干，现在都病了，村里得全

力帮。”纸坊村党支部书记宋世轩说，多方协调，孟

庆国继续在原来的耐火材料厂打工，社保缴纳不

间断，干些轻松活儿。

孟庆国是个缩影。“灾后一年来，卫辉市在制

定强化政策落实落细、开展针对性帮扶的同时，全

面促进增收，帮助群众迅速融入社会生活，减轻灾

后创伤。”卫辉市乡村振兴局局长薛永鑫表示，让

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稳岗就业是关键。

——稳定就业。扎实开展“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已培训7653人，

持证率达35.55%；采取线上线下招聘会、乡村发布

就业信息、加大劳务输出力度等措施，提供1.15万

个就业岗位；在现有3900个乡村公益性岗位基础

上，拟新开发岗位550个，全市脱贫人口和监测对

象外出务工10562人，占比49.85%。

——支撑创业。深入开展“万企兴万村”行

动，推动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加速向乡村流动，

全力支持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创业，目前已发放创

业培训生活费补贴 115 人、1.65 万元，自主创业

250人。

——壮大产业。2022年实施产业项目17个，

带动9303户脱贫户和监测户增收；抓好脱贫人口

小额信贷政策落实，为1931户发放小额信贷3874

万元支持发展产业奔小康。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新视点

就业更多多 争当持证工人 争做创业主人“现在的日子有盼头。”8月6日，城郊乡河园村脱贫

户琚春梅回忆说，过去儿子得尿毒症、自己有类风湿，花

的钱数不清。2016年，村干部、帮扶干部牵头联系，琚

春梅享受到了医疗好政策，住院费用很少。“去年暴雨淹

了家里，俺被纳入了监测户，是好政策给俺带来了好生

活。”

得益于精准扶贫好政策，卫辉市脱贫人口、监测户

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为了消除洪

涝灾害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影响，卫辉市在不断

加快重建、加强帮扶、完善措施。”乡村振兴干部董玲玲

感慨。

特大洪涝灾害过后，卫辉市紧紧围绕“守底线、抓衔

接、促振兴”工作主线，扎实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3025户 8932人被纳入监测对象，同时将

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抓手，

谋划实施项目69个，全面修复各乡镇因灾损毁扶贫产

业项目和基础设施，今年5月底全部完工。

“两不愁三保障”安定群众的心。“去年从安置点回

来，屋漏了、墙坏了，多亏了政府！”孙杏村镇张武店村脱

贫户杨希平家，屋顶修补到位，房内粉饰一新。如今在

卫辉，洪水冲毁的村庄道路通了，农村饮水安全有了更

有力的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快速恢复和有效

改善。

不仅安居梦圆，脱贫群众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政

策保障依旧给力：教育设施灾后重建项目竣工率

95.25%，标准化卫生室灾后修复重建竣工率96.8%，12

月底前将全部投入使用。

记者在卫辉乡村一线采访发现，脱贫群众的

欢声笑语多了。“收入年年涨，生活节节

高，越过越舒心。”上乐村镇

脱贫户李会飞满脸笑容。

宽阔平坦乡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