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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武陟县召开扶贫蹲点日调度会，听取全
县2019年扶贫项目进展情况和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工作进
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找准产业扶贫和美丽乡村建设的
结合点，找准产业项目与贫困户增收的结合点，建立起贫困
户分享产业发展红利的有效机制。会议要求，要统一行动，
摸清底数，各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要入户调查，确保底数精
准。将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工作融入脱贫攻
坚工作大局，加强管理，建立完善的工作、生活等各项制
度，努力把这一好事做实做好。

●3月12日，沁阳市召开2019年中国社会扶贫网工作
思路座谈会，该市相关领导以及有关单位和乡镇（办事处）
分管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参会人员对该市中国
社会扶贫网工作思路的意见和建议，并对近期中国社会扶贫
网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查找不足、改进提
升，充分挖掘中国社会扶贫网的功能，提高社会扶贫网的实
效，突出做好慈善、教育、医疗、产业和就业五大众筹，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3月12日，孟州市相关领导一行到化工镇谢庄村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调研组一行到贫困户张振功家中，实地查
看他家的生活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难题。调研组要
求，要全力以赴，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转变作风、加压奋
进，把脱贫攻坚抓在手上、扛在肩上、放在心上，坚决打好
打赢脱贫攻坚战。

●3月12日，修武县相关领导深入王屯乡实地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调研组一行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流、实地查
看、走访慰问等方式，深入了解该乡脱贫攻坚工作整体推进
情况。调研组强调，脱贫攻坚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各级各部
门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进一步拉高标杆，全力
以赴，高质量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记者 张 鹏

2018 年，修武县紧密围绕中
央、省、市脱贫攻坚工作总体部
署，尽锐出战，迎难而上，真抓
实干，精准施策，实现脱贫 482
户 1517 人，9 个贫困村摘帽。全
县 贫 困 人 口 减 少 到 968 户 2771
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28%。

确保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责
任落实和工作落实是打赢打好脱
贫攻坚战的关键，修武县组织财
政、人社、民政、卫生计生等主
要政策行业部门，建立政策落实
报告制度，实行纵横联动入户工
作法，每季度由行业部门将所有
享受政策贫困户的名单、受益项
目、额度统一交到县攻坚办，县
攻坚办转交到乡镇，乡镇发放到
村责任组，责任组入户反向核
对、正向宣传，发现疑似问题再
由乡镇报攻坚办，攻坚办反馈到
部门落实，双向反馈，确保扶贫

政策落实到位。建立工作问题集
中交办制度，推行“收集+梳理+
解决+反馈”工作流程，对中
央、省、市反馈问题，以及日常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交办函
的形式发放到相关乡镇或部门，
落实情况再反馈到攻坚办，确保
工作落实不棚架。

修武县充分发挥云台山景区
年 700 万游客的优势，突出重
点，打造产业扶贫亮点，通过

“旅游+”多种模式，带动贫困户
参与到旅游产业中，实现增收致
富。2018年9月16日至17日，全
省旅游扶贫现场会在该县召开。

“旅游+景区+扶贫”带动，让贫
困户成为旅游直接从业者。云台
山景区实施了总投资 105 亿元的
10个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能够
提供 200 个就业岗位，解决当地
贫困群众的就业难题，通过“旅
游+民宿+扶贫”带动，让贫困户
成为自信自立创业者。投资5000
万元打造民宿旅游环线，整合美

丽乡村项目资金建设金岭坡村等
8 个总投资 9100 万元的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为贫困地区发展民宿
脱贫增收创造有利条件。建设了
云上的院子、半山云窑、云台森
兮等一批民宿项目，推出了竹韵
闲园、云栖雅院、七贤书院、纳
里有家等一批民宿示范户，谋划
了兵盘台湾风情村落、陪嫁妆村
民宿村落、磨石坡民宿集群等民
宿项目。通过参与乡村民宿经营
服务，双庙、陪嫁妆、一斗水等
村已有19户53人增收或脱贫，平
均每户增收 1.5 万元。“旅游+就
业+扶贫”带动，让贫困户成为
旅游商品经营者。规划建设双庙

“双峡市场”，设置经营摊位 41
个，11 个贫困户年均增收 1 万
元；甲板创村“象鼻山”，设置就
业岗位60余个，带动26户贫困户
每年增加收入5000余元；陪嫁妆
村旅游市场，设置特产摊位 19
个，4 个贫困户年均增收 8000 元
以上。“旅游+培训+扶贫”带

动，让贫困户成为旅游产品的开
发者。投资 103 万元举办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围绕旅游产品开
发，开设刺绣、竹编、剪纸及陶
瓷 4 个培训班，分别聘请各个领
域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电商带头人等组成雄厚的师资力
量，对老百姓手把手进行免费培
训。经过系统培训后，参训人员
基本可以达到熟练技工水平，按
每人每年创收3万元至5万元，总
创收能达 720 万元至 1200 万元，
提升了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水平
和就业创业能力，推动旅游扶贫
产业由点向面快速发展，加快扶
贫对象从“苦力型”向“技能
型”转变。

修武县以“四好农村路”建
设引领脱贫攻坚，围绕“交通+
特色产业”“交通+旅游”“交通+
扶贫”等融合发展，因地制宜把
农村路和乡村特色资源相结合，
打造以“四好农村路”引领农村
发展特色产业，让农副产品走出

去、游客走进来，带动广大农民
群众增收脱贫，共奔小康。截至目
前，全县共建成“四好农村路”17
条101公里，沿线辐射带动15个贫
困村，成为修武县的特色产业路、
致富路、扶贫路、民宿路。去年10
月9日和11月14日的全市“四好
农村路”观摩评比中，修武县均
取得全市第一的好成绩。

强化推动社会扶贫是修武县
脱贫攻坚的“利器”。该县积极开
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
动，动员全县各级商会企业、规
模以上企业等 118 家参与活动，
其中 71 家与 115 户需要改善人居
环境的贫困户结对，实施“人居
环境改善工程”，全市现场会在该
县召开；在做好所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和3821名社会爱心人士注册
的基础上，开展2018年度“圆梦
微心愿”活动，为全县 315 名建
档立卡未脱贫的小学生圆一个

“音乐梦”、看一场电影、得到自
己梦寐以求的礼物等。

修武县：脱贫攻坚尽锐出战

本报记者 王 颖

在孟州市槐树乡小石庄
村，市引沁局驻该村第一书记
仝建光是个出了名的大忙人，
自 2017 年 12 月驻村扶贫以来，
他和村两委班子围绕基层党
建、田间水利设施建设、村容
村貌改善、发展扶贫产业等，
给乡亲们办了一批实事和好
事。去年12月，他又“迷”上
了当微商，在微信上帮贫困户
卖起了土鸡，每天更忙了。

“各位亲，小石庄村贫困户
散养的土鸡开始销售了，长了
8 个月的公鸡，每只 60 元，亲
们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负责
上门送货哟……”2018年12月
17日，仝建光在微信朋友圈发
出了这样一条消息。

为了销售土鸡，这位“70
后”驻村第一书记也是蛮拼
的。他像许多微商那样，用卖
萌味儿十足的语言配上一张张
散养土鸡的照片，吸引了朋友
圈里不少好友的关注。

驻村第一书记卖土鸡？这
不是不务正业吗？非也！卖土
鸡也是仝建光扶贫工作中的一
项。小石庄村位于孟州市西北
部的丘陵地带，村里沟壑纵
横，少见良田，乡亲们只能依
靠几亩薄地和外出务工维持生
计。

输血不如造血。发展产
业，让乡亲们自我造血，才能
稳定脱贫，走上小康路。2018
年的春天，在仝建光的动员和
帮助下，60岁的贫困户权来群
申请到 5 万元贴息贷款，购买
了2000只土鸡鸡苗。贫困户席
占先的儿媳刘双玲也积极行
动，购买了2000只土鸡鸡苗。

饲养过程中，细心的仝建
光联系了养殖技术人员多次到
权来群和刘双玲家里，对他们
进行技术指导。让人欣喜的
是，在权来群和刘双玲的精心

饲养下，这些鸡苗的成活率很
高，到了2018年12月中旬，他
们每家都有1000多只公鸡长成
可以销售了。

仝建光又自告奋勇，义务
当起了“销售员”。可他多年在
机关工作，销售经验也不足，
他想到了微信，决定在朋友圈
里推销。

为了鼓励贫困户发展养殖
的信心，市引沁局局长祝远峰
早在土鸡还没长成的时候就预
备订购了。当他看到仝建光发
的朋友圈之后第一个报名购
买。市引沁局的干部职工也纷
纷订购土鸡，支持贫困户创
业，短短几天时间，便订购了
500余只土鸡。

仝建光还积极联系我市其
他单位团购土鸡，并积极向小
石庄村临近的洛阳市吉利区的
几家企业推销贫困户的土鸡。

在仝建光的帮助和努力
下，权来群和刘双玲家的公鸡
基本卖完了，每家收入 2 万余
元 ， 只 剩 下 600 多 只 产 蛋 母
鸡。可仝建光的微商之路还没
有结束，他又在朋友圈里销售
起了土鸡蛋。同时，他还帮忙
联系了两家农贸市场的土鸡蛋
收购点，为权来群和刘双玲家
的新鲜土鸡蛋打通了销售渠
道。

第一书记当微商，为贫困
群众打通了脱贫致富路。“我和
老伴儿穷了一辈子，没想到养
土鸡一年能赚 2 万多元钱，这
都是仝书记的功劳啊！”权来群
激动地说。

下一步，仝建光计划把土
鸡销售渠道从微商转向线下。
他想把土鸡养殖发展成小石
庄村的特色，鼓励更多村民
发展土鸡养殖，并且已经联
系 了 吉 利 区 的 几 家 农 贸 市
场 ， 探 索 建 立 长 期 销 售 渠
道，形成小石庄村土鸡销售
网络，解除饲养户的后顾之
忧，为他们打通致富路。

仝建光：“迷”上当微商的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赵改玲

修武县西村乡平顶爻村驻村第一书记许昕
说起该村 86 岁老人郭相让，不禁竖起大拇
指：“老人特别不服输，不靠低保，不是躺在
政策上等人救助，而是靠自己的劳动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

3月14日，春光明媚，郭相让老人6时就
从家里出发，走 2 公里山路，到自家地里干
活。他带了点饮料、馒头，中午不回家，一直
干到16时左右才收工。“庄稼人就觉得干活痛
快。”郭相让老人告诉记者。

郭相让老人的时间表很紧。他说，这几天
的任务主要是整地，清明节前10天，要育西
红柿苗。5月1日前后，要将育好的苗架在地
上。5月25日前后，等苗长壮了，开始往地里
栽苗。7月28日左右，西红柿就该成熟了，可
以卖了。“到时候你可来啊，尝尝俺的高山西
红柿。”老人热情邀请记者。

郭相让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他和小儿子
一起生活。在他眼里，没有啥退休不退休的，
只要身体允许，他就喜欢去地里干活，长年下
地干活，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吃过他种的西红柿的人，都觉得口感好。
家住焦作市区的张女士说，郭相让种的西红柿
又面又甜，掰开还是沙瓤。“高山西红柿，日
照时间长，又不施化肥，绝对绿色、无污
染。”许昕说。

酒香也怕巷子深。过去，郭相让老人种的
西红柿是“产在大山人不识”，产量很高，却
苦于没有销路，只能贱卖，有的甚至扔了。
那时候，种西红柿没有改变家里的贫困面

貌，2万元的欠账久久不能还，他家成了村里
的贫困户。

2017年11月份，许昕到平顶爻村任驻村
第一书记后，一方面对这里的农民进行技术培
训，另一方面帮他们找销路。郭相让老人说，
正是因为后来不愁销路，他们才放心大胆地种
起了西红柿。

去年，郭相让老人在自家的1.2亩土地上
种了两个品种的西红柿，收获了1万公斤高山
西红柿。因为有许昕的宣传，焦作市区几个小
区的居民都加入了购买高山西红柿的大军。

“在城里就能吃到山里的西红柿，真是方便。”
家住警苑小区的一位居民说。到平顶爻村旅游
的游客也喜欢这种口感的西红柿，郭相让老人
一家一年就赚了3万多元。

此外，郭相让老人去年还拿到了700多元
的扶贫项目补贴。他每月还有 113 元的养老
金、50元的高龄补贴、180元的低保金。虽然
这些钱不算太多，但老人很知足，过去所欠的
账也还完了。

村里和郭相让年龄差不多的老人，基本上
不再劳动，靠政府补助或子女赡养。郭相让老
人的身体不算太好，但特别爱干活。许昕说，
年轻人走山路，都不一定有郭相让老人走得
快。村里人说起郭相让老人，都说他几乎天天
泡在地里，很让人敬佩。

人老心不老！靠着红彤彤的西红柿，郭相
让老人一家的日子如今过得红红火火，日子越
过越有滋味。

八旬老人郭相让：

致富路上老当益壮
本报记者 王 颖

“你瞅瞅，俺雷山村现在越来越
好了。水泥路通到了家家户户大门
口，文化广场上健身器材应有尽有，
村里还有小游园，风景格外美……”
前几天，孟州市槐树乡雷山村的贫困
户关元中的儿媳赵娟邀请她在洛阳市
吉利区打工认识的几个好姐妹到家里
做客，她们一行人刚走进村里，赵娟
就当起了解说员，自豪地把村里夸赞
了一番。

“娟儿，你们村环境可真不赖，
这卫生比城里还好呢。”一边走一边
看，一位好姐妹拉着赵娟说。

听到这，赵娟很高兴，连连说：
“这都是扶贫带给俺村的新变化。”

作为村里的外来媳妇，赵娟至今
仍清楚地记得，18 年前，她刚嫁到
村里时，这里处处破败，到处都是土
坯房，家家户户日子过得都是紧巴巴
的。

赵娟婚后多年，村里的面貌几乎
没有变化，还戴上了省级贫困村的

“穷帽子”。村里环境脏、乱、差，污
水横流，村民吃水困难、用电困难，
连道路都是晴天“扬灰路”、雨天

“水泥路”，这些都让雷山村臭名远
扬。

“前几年我在洛阳吉利打工，人
家问我家是哪儿的，我都不好意思说
是雷山村的，怕人家笑话。”赵娟

说，前几年，不仅村里穷，她家也穷
得叮当响，公婆年龄大了，身体不
好，丈夫又意外烧伤，两个孩子都在
上学，那段苦日子让她不堪回首。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孟州市审
计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到了该村，雷山
村旧貌换新颜：全村的土路都变成了
水泥路，排水沟、路灯等基础设施修
葺一新，新建了党员活动中心、文化
广场、村卫生室。特别是成立了农业
合作社，从事槐米深加工项目，为村
民致富增收找到了门路。

2017年12月18日，经孟州市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验收，雷山村达到贫
困村退出标准。2018年1月，雷山村
正式摘掉贫困村的“帽子”。这让雷
山村在十里八村扬了美名。

随着雷山村的脱贫摘帽，赵娟一
家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家里老人看病有了保障，驻村
第一书记还帮孩儿他爸找到了工作，
俺家也跟着村里脱贫的脚步一起脱了
贫。”赵娟激动地说，“在扶贫干部的
帮助下，雷山越变越美，雷山人的生
活也越来越幸福了。”

从羞于说出自己是雷山村人到自
豪夸赞村子，赵娟这个外来媳妇见证
了雷山村这几年脱贫的新变化，她从
心里感谢党的扶贫政策。

从羞于说出口到自豪把“她”赞
——外来媳妇看雷山村之变

扶贫长镜头

仝建光（左）在扶贫车间了解情况。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昨日，孟州市槐树乡南咀村扶贫车间，工人们正在
组装电子显示屏。据了解，该车间于2018年7月成立，由
村两委筹资2万余元，利用农户的闲置房屋改造而成，孟
州康耀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培训、提供元器件和成
品回收。目前，该车间已为 3 名贫困群众提供了就业岗
位，每人月工资1300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昨日，武陟县大虹桥乡产业扶贫基地——全友鸭
肠加工坊内，周边村民正在加工面筋串。据介绍，该
加工坊成立于 2018 年 2 月，主要生产鸭肠串、面筋串
等小吃。因其创新开发了鸭肠铁板煎制法，占领了烧
烤市场，成为行业的领军品牌。目前，该加工坊为周
边村民提供了40余个就业岗位，贫苦户、低保户优先
招纳，每人每月不低于1500元收入。随着业务不断扩
增，销量不断扩大，该加工坊计划在今年对接8~16个
贫困村，届时可提供就业岗位300~800个，助力当地脱
贫工作。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昨日，武陟县小董乡新合作购物广场，贫困
户正在收银处用积分卡兑换商品。据了解，该购物
广场自成立以来，共为周边村民提供了150个就业
岗位，人均月工资不低于2200元。在全县开展的

“争当脱贫光荣户、文明勤劳奔小康”星级评定活
动中，该购物广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起
为贫困户提供星级评定积分卡兑换服务，贫困户手
持星级评定积分卡，即可兑换同等价值的任意商
品。截至目前，已为全乡 241 户贫困户提供价值
4.2万元商品的兑换服务。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