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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帆 摄影报道

7 月初，我随“脱贫攻坚记者蹲点
采访组”来到武陟县大封镇前孔村采
访，听到的、看到的，大都是关于种植
木耳的故事。

2009年春节过后，该村一心奔富路
却苦于没门路的贫困户贾海，得知本镇
东岩村从四川老家回来的干妹妹带回来
了黑木耳种植技术，就自找上门帮助干
妹妹家种植木耳：“俺要把这门技术学
会！”

2011年，学了两年技术的贾海，回
到自己的家里搭建大棚开始种植黑木
耳，并帮助带动紧邻的村民苗国亮种植
木耳。一年后，苗建中、翟虎、翟虎根
等村民也都拿定了跟着贾海种植黑木耳
的主意。

就这样，在贾海的带动下，到了
2013年，前孔村的木耳大棚一下子增加

到30多座，有30多户贫困户凭借木耳种
植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走上了富裕
路。

经过几年的发展，木耳种植在前孔
村已颇具规模，全村的木耳大棚已经增
至80多座。加之饲养猪、兔、鸡、鸭、
鹌鹑及通过“雨露计划”培训驾驶员等
渠道，全村101户贫困户已有82户甩掉
了贫困帽子，许多家庭不仅盖起了新楼
房，还购置了私家车。

现在，前孔村已经是十里八乡有名
的木耳种植村。那么，剩余的19户贫困
户，能否依托业已形成且经过市场检验
的产业脱贫致富呢？答案当然是肯定
的。

村里利用镇产业扶贫“两送两保”
基地政策，由村民张和平牵头成立了武
陟县永和种植合作社，并新引进了玉木
耳品种，采用“送股权、报分红，送岗
位、保薪酬”的方式，19户贫困户在合
作社里占有20%的股份，收益分红。除
此之外，贫困户家中的劳动力还可以到
合作社干活挣取工资。

贫困户翟国松告诉记者，今年他在
合作社干活，已经挣了一万多元钱工
资。等木耳收获完毕，还可以有不少的
分红呢！

“俺村的贫困户依靠种木耳，走出了
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如今，依托合作
社拓宽木耳市场，俺村摘掉贫困帽指日
可待！”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
金旺满怀信心地说。

小木耳铺就致富路小木耳铺就致富路

⬆前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翟金旺（右一）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在研究脱贫攻坚工作。

⬆贾海的家人在装平菇菌袋。木耳
种植户在木耳生长期结束后，都会利用
现成的大棚抢种一季平菇，增加收益。

⬆村民巴小亮家脱贫致富后，盖了
新房、买了私家车。他说：“俺的生活
会过得越来越滋润！”

⬆村民贾海在观察木耳生长情况。他是村里第一个种植木耳的村
民，是村里靠种植木耳脱贫的带头人。

⬆木耳种植户郝葡萄在晾晒玉木耳。她家靠种植木耳每年收入
都在六七万元以上，如今盖了新楼房、买了私家车。

⬆武陟县永和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在分拣包装玉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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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洪灯广、王建强） 8
月8日至9日，以省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林
应满为组长的省政府安委会第八督导组一
行 5 人莅临我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9 日上午，督导组安全生产工作汇报
会召开，副市长宫松奇主持会议，市安监
局局长黄晓平、市政府安委会部分成员单
位分管领导参加了汇报会。

省政府安委会督导组在焦期间，深入
蒙牛乳业 （焦作） 有限公司和焦作龙星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对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及
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
对市交通局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

调研和检查；对博爱县政府属地管理责任
落实、产业聚集区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建设
和磨头镇安全生产购买服务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了督导检查。

汇报会上，宫松奇汇报了我市安全生
产大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党委政府以及部
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情况、产业集聚
区和各类园区安全生产机构设置情况、汛
期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督导组听取汇
报后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对下一步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
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强化安
全发展理念，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二

是要突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严格安全监
管，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从源头上提升本质
安全；三是要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安全宣传
教育，增强全民安全防范意识；四是要加强
行业监管责任落实，强化安全生产督查问
责；五是要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全面提供保
障，切实注重实效；六是要高度重视汛期地
质灾害防范，积极组织专家诊断各类风险，
科学制定防范措施，加强应急处置演练。

针对督导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宫松
奇要求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全市开展安全
生产大检查方案要求，充分利用科学手
段，提高安全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治理能

力，做到全覆盖、无死角，严执法、零容
忍，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

“一赛一节”成功举办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省政府安委会第八督导组莅焦

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李秋）近年来，
市安监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方针，切实以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为统领，牢固树立

“生命至上、以人为本、责任如
山”理念，较好地完成了全市安全
生产领域综治和平安建设目标任
务。近日，该局被市委、市政府评
为 2016 年度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

该局高度重视综治和平安建设
工作，坚决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领导责任制，做到了将安全生产工
作与综治平安建设工作统一规划、
同时部署、同步推进，全面纳入年
度目标管理考核。在综治和平安建
设工作开展过程中，全市安全生产
监管水平不断提升。

下一步，该局将从六个方面全
力做好安全生产领域综治和平安建
设工作。一是坚持综合治理和源头
治本，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强
化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各项
措施，积极构建风险防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深入推

进重点行业 （领域） 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二是依法治安，优化服
务，切实加大执法力度，落实执
法措施，提升执法效能；三是强
化技术支撑，提升保障能力，持
续开展安全焦作创建活动；四是
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意见》，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督导督
查；五是深入推进让群众更满意
活动，持续加强“司机礼让斑马
线 文明接力保平安”宣传，全力
落实沁阳市王曲乡西王曲村综治帮
扶资金，做到好事做好、好事做
早；六是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学先
创新，进一步巩固“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成果，扎实推进“学深
杭、促创新”集中学习活动，以
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作风的大转
变，推动工作的大提升，继续保
持全省安全生产领先优势，为加
快“四个焦作”建设，使我市早日
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中原崛
起中更加出彩，提供坚实有力的安
全保障。

市安监局获评2016年度
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王国新）日前，市直机关领
导班子第二次述职评议大会召开，会议对全市
31家市政府组成部门中的10家单位领导班子的
思想政治建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年度目
标完成、部门承担重点工作推进落实、解决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工作作风情况进行了评
议。经现场公布成绩，市安监局最终以总分
94.01分获得本次评议第一名。

据了解，今年我市一改往年单一听取述职、
“两代表一委员”打分评议的方式，不仅引入了

第三方调查机构对被评议单位进行调查打分，还
增加了网络投票环节。据统计，市安监局网络投
票评分85.00、社会调查得分97.20、会议现场评
议得分92.03，总分94.01。

今年年初以来，市安监局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为载体，以“整体工作上台阶、重
点工作争一流、特色工作树形象”为总体要求，
持续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提升服
务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市安监局在市直机关第二次
领导班子述职评议中荣获第一名

本报讯（记者李秋）为深
入推进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为我市“一赛一节”成功
举办和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
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市政
府安委会办公室成立 5 个专项
督查组，即日起对各县 （市）
区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进
行专项督导检查。

此次督查组将从六个方面
开展全面督导，一是安全生产
大检查安排部署、宣传发动、
方案制订、督导检查等工作开
展情况。二是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 实 情 况 。 重 点 检 查 各 县
（市）区落实属地管理和部门监
管责任，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措
施情况；各类功能区安全监管
机构和基层监管执法力量建设
情况。三是严格监管执法情
况。重点检查严厉打击各种安
全生产和职业健康违法违规行
为，关闭退出不符合安全生产
条件的落后小矿山、小化工、
小钢铁企业等情况；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执法情况；依法依规
严肃查处事故，特别是严肃查
处大检查期间发生的事故，严
格落实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情
况。四是安全防范措施落实情

况。针对容易造成群死群伤的
重点行业领域、高温和汛期安
全生产工作特点，组织开展安
全风险辨识、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严格安全准
入、强化源头管控情况；防范
遏制重特大事故各项责任措施
落实情况。五是重点行业 （领
域）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
况。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安全
综合治理开展情况；道路交通
和水上交通、非煤矿山、建筑
施工、烟花爆竹、油气管道等
重点行业 （领域） 及人员密集
场所安全专项治理情况。六是
生产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大检查情况。

据了解，此次督查从即日
起开始至 9 月底结束，各督查
组将按照分工，每月对各县
（市） 区开展不少于 2 次的督
导检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
和薄弱环节，督查组将提请当
地政府研究整改措施，迅速抓
好整改。对整改进度及效果，
将在 9 月底组织的“回头看”
工作中，对整改不认真、措
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的进行
通报。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专项督查

本报讯（通讯员汤红旗）
为深入开展化工行业安全生产
大检查，孟州市安监局创新思
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管
理。化工行业由于专业性强、
危险性大，历来都是安全监管
中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难题，
排查消除化工企业里平常不易
被检查出来的事故隐患，该局
向市政府申请专项资金，聘请
2名省化工行业专家，8月1日
开始对孟州市登记在册的55家
化工企业进行全面检查。

专 家 采 取 “ 听 ”“ 查 ”

“看”三位一体的方式，对全市
化工企业逐一进行检查。专家
对检查出的每一处隐患，都分
别给出合理有效的整改建议。
截至目前，专家组已检查41家
生产经营单位，查出各类隐患
290余处。

孟州市聘请安全生产专家
检查化工企业

为积极配合我市“四城联
创”工作，近段时间以来，市
安监局文明志愿者不顾天气炎
热，走上街头，深入社区，开
展清捡道路垃圾、铲除小广
告、发放“四城联创”宣传
页、问卷调查、困难帮扶等志
愿活动。图为该局志愿者将电
动自行车移至非机动车停车位
上。 王国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