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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柏生）
11月15日，省换届风气巡回
督查组进驻我市，重点对省
级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
换届推荐提名省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人选风气监督工作
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督查工作将采取个别访
谈、查阅资料、实地查看、
暗查暗访、电话询查等方
式，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九个严禁九个一
律”换届纪律要求、加强换
届风气监督工作的情况，督

促纠正存在的问题。
督查期间，欢迎党员干

部群众向督查组反映有关严
肃换届纪律工作情况以及违
反换届纪律问题。

省 纪 委 举 报 电 话 ：
（0371）12388

省委组织部举报电话：
（0371）12380

省委组织部举报网站：
http://www.ha12380.gov.cn

督查组工作和受理举报
电话：15738533280

省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来
我市督查换届风气监督工作

1.严禁拉帮结派，对搞
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一
律给予纪律处分。

2.严禁拉票贿选，对在
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
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
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
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
给予纪律处分，贿选的依
法处理。

3.严禁买官卖官，对以
谋取职务调整、晋升等为目
的贿赂他人或者收受贿赂
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
并依纪依法处理。

4.严禁跑官要官，对采
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
取职务或者职级待遇的，一
律不得提拔使用。

5.严禁造假骗官，对篡
改、伪造干部档案材料的，
一律对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

理或者纪律处分。
6.严禁说情打招呼，对

搞封官许愿或者为他人提拔
重用说情打招呼的，对私自
干预下级干部选拔任用的，
一律记录在案，情节严重的
严肃追究责任。

7.严禁违规用人，对突
击提拔调整干部、超职数配
备干部和违反规定程序选拔
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无
效，并视情节对相关人员给
予纪律处分。

8.严禁跑风漏气，对泄
露、扩散涉及换届人事安排
等保密内容的，一律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9.严禁干扰换届，对造
谣、诬告他人或者妨害他人
自由行使选举权的，一律严
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中央纪委机关 中央组织部

“九个严禁九个一律”
换届纪律要求

中共解放区委、解放区人民政府：
欣闻解放区圆满完成南水北

调绿化带两侧5个城中村改造征
迁任务，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南水北调绿化带两侧的城中
村改造是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建设工作之一，是市委市政府
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征
迁过程中，解放区以“说了算，
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变”的决
心，充分发扬“忠诚担当、顽强
拼搏、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南水北调焦作精神，坚持以人为
本、群众至上的工作理念，坚持
依法征迁、和谐征迁的工作原
则，探索落实“一方案四机制”，克
服了重重困难，攻克了道道难关，
用真心和真情赢得了征迁群众的
理解和支持，仅用3个多月就圆满
完成了南水北调绿化带两侧的 5
个城中村 2600 余户 60 万平方米
的征迁任务，展现了良好的工作
作风，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解放区作为中心城区，承担

的中心工作任务艰巨、使命光
荣。希望你区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为动力，再接再厉，乘
势而上，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
身子抓落实，为加快建设“四个
焦作”、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
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焦作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
目建设工作指挥部

2017年11月8日

焦作市十大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指挥部

贺 信

本报讯（记者刘婧）每周二
是扶贫蹲点日。昨日上午，市委
副书记姜继鼎带领相关部门负责
人和脱贫攻坚督导组，对博爱县
清化镇街道南朱营村和金城乡西
碑村的扶贫蹲点日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了暗访督导。

在南朱营村，姜继鼎与县、街
道、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座谈，
了解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难点问
题，听取扶贫蹲点日工作开展情
况。他指出，市委将每周二确定
为全市扶贫蹲点日，就是要促使

各级领导干部以上率下，深入分
包联系扶贫村，及时研究解决工作
推进中出现的新问题。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提高认识，认真落实扶贫
蹲点日工作要求，扎扎实实为贫
困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办好事。

随后，姜继鼎一行到西碑村
进行暗访督导，实地察看产业扶
贫项目——蔬菜大棚的建设使用
情况，重点了解扶贫项目落实和
扶贫蹲点日工作开展情况。姜继
鼎强调，扶贫项目落实的好坏直
接关系着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和

脱贫攻坚工作的成效。要狠抓执
行，高质量推进扶贫项目建设，
确保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
充分利用好扶贫蹲点日，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扶贫活动，
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谋划好
下一步工作，高质量、高标准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要加大督查巡
查力度，通过明察暗访，查找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发现好
的典型和做法，进一步提高工作
的精准性，确保各项工作目标和
任务落到实处。①3

市领导暗访督导扶贫蹲点日工作

本报记者 杜 玲

10月14日上午，修武县五里
源乡南庄村村民刘小平家的院子
里十分热闹，七八个砌筑工人正
忙碌地用红砖垒砌新围墙。刘小
平望着面貌一新的院子说：“晚上
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

刘小平是一位独居老人，生
活比较困难，家里原来的围墙是
低矮的土墙，大门就是个木栅栏。
今年9月初，市人社局驻该村第一
书记张伟走村访户时注意到，刘
小平家庭生活困难，院子破落，
就一直惦记着为其修整院墙。

9 月 29 日，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决定出资3000元，为刘小
平家修缮新院墙，改善他的居住
环境。

“俺村有7名保洁员，活儿又
脏又累，工资还低，每人每月只
有300块钱。”9月21日晚，该局
局长韩明华带队在村里召开群众
代表座谈会时，一位保洁员道出
了苦衷。韩明华当即决定，该局
每年补助3000元，为每名保洁员
增发一个月的工资，再为保洁员
买些手套、帽子等劳保用品，这
笔补助金将一直持续到2020年。

当天晚上，韩明华在南庄村召
开了村两委班子、党员代表和群众
代表参加的座谈会，现场共收集意
见建议12条，归纳总结为4条，韩

明华当场给予答复，安排责任人限
期办结并及时向村民反馈。

精准扶贫尤其是“结千村、
访万户、解民忧、帮民富”活动
开展以来，市人社局驻村工作队
当先锋，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带
队，每周二到南庄村进行调研，
解决实际问题。驻村工作队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人社扶贫政策
编成顺口溜为群众宣讲。帮扶党
支部和帮扶党员入户宣传人社扶
贫政策，将医保、社保、就业、
创业贷款等政策汇编成册，发放

到每个贫困人员手中，让他们增
强脱贫致富的信心。

驻村工作队一心一意帮助村
民增收致富：投资260.8万元的村
集体产业发展项目——蔬菜大棚
带贫项目今年10月底完工并投入
使用，可解决 40 余人的就业岗
位，村集体可年增收 20 余万元；
投资25万元的冷库项目，10月中
旬已动工。

群众反映村里没有健身休闲
的场所。市人社局 9 月 27 日召开
会议，决定为南庄村筹集 40 万

元建设“人社文化活动广场”，
年底将建成并投入使用。9 月 28
日，驻村工作队和村卫生所完成
了南庄村 435 户“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工作，群众看病更方便、
更优惠。9 月 27 日举行了一期由
60 人参加的烹饪技术培训班，
帮助更多群众掌握一门致富技术
并拓宽就业渠道。

通过精准帮扶，2017 年南庄
村退出省级贫困村序列，27户贫
困 户 中 已 有 26 户 89 人 实 现 脱
贫。①3

一心一意助村民增收致富
——记市人社局驻修武县五里源乡南庄村工作队

11月7日，温县武德镇徐堡村农民在田间采收怀菊花。
初冬时节，著名怀药产地——温县“四大怀药”陆续进入收获季，农民们抓紧采收、销售，田间一

派繁忙景象。 徐宏星 摄

本报记者 张 蕊

马村区有个脱贫攻坚工作微
信群，帮扶工作队进村入户时会
把工作照片和主要帮扶内容在这
里发布，互通信息、推进工作。

昨日是扶贫蹲点日，一大
早，这个微信群叮当声不断。马
村区各部门、各街道组成的帮扶
工作队的400余名干部，早早来
到分包村 （社区），开展入户走
访调查，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市委政法
委、市委农办、市公路局、市公
积金中心等单位的领导和帮扶人
员也来到所包村开展工作。微信
群里发布了很多工作信息，记者
翻看这些信息，一项项帮扶工作
呈现在眼前：

区人社局徐攀：区人社局全
体党员已到安阳城街道山底村，
对贫困户动态管理入户调查，还
邀请了焦煤中央医院心脑血管专
家团到山底村为村民义诊。

区城管局张利：区城管局对
贫困户动态管理开展填表工作。

区政协姜长庆：区政协帮扶
队在安阳城街道南岗村光伏发电
扶贫项目现场了解情况，并走进
家户化解邻里纠纷。

区农机局冯建立：区农机局
帮扶队在安阳城街道义庄村核对
信息，安阳城农村信用社也在这
里跟贫困户面谈面签扶贫贷款。

区卫生计生委李全成：在待
王街道西待王村开展动态信息管

理、入户问卷调查工作。
区委政法委侯平州：在安阳

城街道东马村填写扶贫动态信
息。

区爱卫办姜志强：区爱卫办
帮扶队给困难户送棉衣。

区行政服务中心张红梅：与
演马街道后夏庄村两委开会，研
究扶贫动态调整工作。

区安监局赵立新：区安监局
在贫困户家里核对信息、采集信
息，给演马街道仓上村协调体育
器材。

区委办陈小平：区委办在演
马街道高寨村核对贫困户信息采
集，做好动态管理工作。

区人民医院张栋彦：区人民
医院帮扶队在演马街道位村入户
调查、宣传扶贫政策，对比信息
采集，到贫困户曹爱青家查看围
墙翻修落实情况。

区政府办陈强：区政府办帮
扶安阳城街道张田村的文化广场
项目封顶了。

……
以上只是记者摘录的个别信

息，也只是马村区开展脱贫攻坚
和“结千村、访万户、解民忧、帮民
富”活动的一个缩影。活动开展
以来，马村区帮扶工作队的队员
们放弃国庆节、中秋节和星期六、
星期天，深入基层帮助群众解决
问题，化解矛盾，进村入户宣讲党
的政策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活动
开展以来，帮扶队工作队入户数
达到 1.5 万户（次），梳理问题近
2000条，化解问题800多条。①3

马村区有个脱贫攻坚微信群

本报讯（记者麻酩）为深入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
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开创焦
作“三农”工作新局面。昨日下
午，我市召开乡村振兴战略座谈
会，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进
行专题研讨。市委书记王小平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他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深刻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大意义，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让农村建设得更美，农民生
活得更好。

市委副书记姜继鼎主持座谈
会，副市长王建修出席会议。

会上，相关部门和部分县、

乡镇主要负责人和农村基层组织
代表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如何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我市
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了发言。

听取发言后，王小平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

“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
新论断新战略新举措，其中，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是统揽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具有极其
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用习近平“三农”思想指
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认识、准
确把握其丰富内涵和系统要求，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开启我
市“三农”工作新征程。

王小平强调，乡村要振兴，

带头人队伍必须建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首先要加强带头人队
伍建设，坚持“选、育、管、
用”多管齐下，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聚集到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中来，不断培育出优秀基层组织
带头人，培养和壮大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作队伍。乡村要振兴，必须坚
持规划引领。要坚持规划先行，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邀请有资
质、有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科学
规划，发挥当地优势、突出乡村
特色，切实做到一张蓝图绘到
底，着力打造整洁优美的乡村环
境。

王小平强调，乡村要振兴，
产业融合必须加快。乡村振兴，
产业是关键。焦作的生态环境优
良、地形地貌丰富，发展乡村旅

游产业有着得天独厚条件。要发
挥优势，理清发展思路，加强科
学规划，把旅游产业发展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来，与加强
乡村文化保护结合起来，与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挖掘历
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民俗体
验、精品民宿等旅游业态，推动
旅游业连片发展，带动农民致
富。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不断延长农业产
业链，拓宽农村产业范围，提高
农业附加值，支持新型经营主体
和农民利用“互联网+”、金融创
新建立利益共同体，最终实现集
体创收增收。

王小平强调，乡村要振兴，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强化。基础设
施是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制约

我市乡村建设的突出因素。要抓
住机遇，不断强化生产性基础设
施建设、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和
服务性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
信息化、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切
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
方式。乡村要振兴，基本公共服
务必须提升。要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加快推进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逐
步改善农村教育、医疗、科技、
文化、体育条件，不断提高农民
的就业、养老、医疗保障水平，
逐步消除城乡差异，打通全面实
现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要逐
步完善制度体系，不折不扣地把
各项政策落实到位、落实到人，
真正做到“纵到底、横到边”，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位困难
群众。①3

全市乡村振兴战略座谈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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