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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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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允安） 市委十
一届十次全会发出了“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动员令，吹响了

“强力推动三农工作转向高质量，奋
力谱写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
更精彩的焦作篇章”的集结号。7月
5日下午，记者在武陟县龙源街道看
到，该街道正在把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
神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狠抓特色产业发展，着力增加
农民经济收入。该街道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将辖区划分成4个板块，
围绕“东抓苗木花卉、西抓文化旅
游、南抓百城提质、北抓路网改
造”的工作思路，推动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东部依托东华园艺场、兴
军苗木合作社等实体，发展3000亩
苗木花卉，实现增收。西部重点打
造万花青龙宫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
村，建成农耕文化博物馆。南部组
织6个城中村围绕百城提质，服务水

系建设，加快改造西石寺和孙庄2个
村内商业市场，壮大集体经济。北
部全面完成“两横三纵”路网建
设，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狠抓脱贫攻坚行动，着力补齐
乡村振兴短板。该街道紧紧围绕产
业扶贫、就业扶贫，重点抓好龙
泽家庭农场扶贫基地、星源机械公
司扶贫基地、名木家庭农场扶贫基
地和光伏发电 4 个产业扶贫项目建
设，同时深入推进金融扶贫，大力
实施健康扶贫，继续加大兜底保障
力度，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完
善 贫 困 村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确保
2019年实现151人脱贫、2个贫困村
脱贫，2020 年实现 174 人脱贫的既
定目标。

狠抓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据介绍，该街道在3
年内先后建成9所村级慈善幸福院和
2所民办养老机构、被评为全国智慧
健康养老示范街道的基础上，再接
再厉，继续抓好刚竣工的小徐岗慈

善幸福院和正在建设的龙源村、孙
庄慈善幸福院及下半年筹建的梁徐
店村慈善幸福院建设。新建孙庄、
小徐岗2个文化广场，持续改造5个
城中村供水管网，完成3个村的天然
气全覆盖。大力开展“厕所革命”，
完成 5587 户旱厕改造，整村推进 4
个村污水治理。按照“三无二治一
规范”标准，全面整治村容村貌，
每村至少打造 3～5 个“四园进村
庄+”工程。

狠抓农村乡风文明，着力提升
农民精神风貌。两年来，该街道先
后新建3个村级文化广场，为5个村
配备健身器材 32 套，为 6 个村新安
装无线大喇叭，被省文化厅授予河
南省先进文化站。

“下一步，我们要充分利用村级
活动场所，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乡
风文明活动，推选出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理事会，负责规范、监
督、办理村内红白事务，宣传好人
好事；从今年起开展‘十星级文明
农户’评选活动，对评选出的星级
农户进行公开表彰、广泛宣传。开
办‘道德讲堂’，通过开展活动、培
育典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
群众文明意识不断增强、自身素质
不断提高。”该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备
战介绍，“我们要抽调精兵强将，拿
出全部精力，以人为本、以产兴
业、以净为美、以革治污，强力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确保乡村振兴战
略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武陟县龙源街道

四项举措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是政府补贴、
酒厂让利针对焦作地区推出的一项让群众确实
受益的惠民政策，此项活动旨在给焦作家乡父
老送去实惠的同时，也有效地把省委、省政府
振兴豫酒的号召落到实处。此次活动以各村镇
（社区） 及企业为基本合作单位，采用振兴豫
酒推广人员上门服务的形式与各村镇 （社
区） 及企业主要负责人面谈接洽，讲解政策

精神及惠民活动推广的重要意义。7 月 5 日，
“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组委会成员冒着
酷暑来到武陟县木栾街道、龙源街道，向部
分干部群众宣传介绍惠民政策，受到了大家
的支持。

当日上午，组委会成员来到武陟县木栾街
道，向街道和村干部介绍相关惠民活动政策。
“‘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是响应省委、
省政府振兴豫酒的号召，落实我市相关精神的
具体活动，又是惠及群众的大好事，我们支
持。”该街道高伊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洲、村委

会主任高小雷表示非常支持惠民活动。随
后，在街道干部的引领下，“振兴豫酒 古温
惠民”活动组委会成员来到该街道后牛村，
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国明表示，
只要是给辖区村民办好事，就非常欢迎。”他
说：“省市有关部门提出振兴豫酒号召是对本
省企业的大力支持，古温惠民活动是在响应省
市号召的同时，又给基层群众办好事，我们非
常欢迎。”

据介绍，被誉为中国农垦白酒第一品牌的
河南古温酒厂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生产的

“古温液”和“大将军”酒等产品曾驰名中外。
2016 年，河南旺成集团出资组建河南古温酒
厂，重整行装再出发，让沉寂了20多年的古温
系列酒再度赢得市场认可：2018 年 5 月，古温
酒厂“古温酒”入选第五批“中原贡品”保护
名录；2018 年 8 月，古温酒厂旗下的“古温
液”和“大将军”酒，从宋河、杜康、张弓、
茅台、五粮液、剑南春等酒企或酒商提供的100
多个参评品牌中，以绝对优势一举夺魁，两个
参选品牌强势荣获中原酒业“金牛奖——优秀
品牌”。

当日16时许，“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
组委会成员来到武陟县龙源街道。在该街道央
庄村，组委会成员介绍：“河南日报社驻焦作记
者站、焦作日报社、焦作市酒业协会、焦作市
酒店餐饮业协会联合河南古温酒厂推出的这项
惠民活动是贯彻省政府振兴豫酒号召的具体行
动，是一个利民惠民的好举措。该村村委会主
任白大永听了组委会成员的介绍后很高兴，他
说：“我们将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振兴豫酒
的号召和市委、市政府的会议精神，积极设置
惠民团购点，落实好‘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
活动。”

“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正在进行中——

给群众办好事，大家都欢迎

本报记者 马允安

“这样的活动真是太好了，真是把
实惠送到了家门口！”“听说过‘振兴豫
酒 古温惠民’活动，还以为只是做做
样子，没想到厂家的惠民力度这么
大。”……7月7日下午，温县赵堡镇小
黄庄村的小广场上热闹非凡，河南古温
酒厂“惠民来到家门口”活动正在那里
开展，很多村民在现场领到了实惠礼
品，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本村村民只要现场品尝 2 两古温
酒 ， 就 能 领 取 一 坛 近 3 公 斤
（2900ML）的大将军御用老酒，如果花
150 元购买一箱古温酒还可以再送一
坛。我们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
把真正的实惠送到基层，让村民得到
真正的实惠，回报家乡父老。”现场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记者在活动现
场看到，上百名村民现场品尝古温酒
并分别领到一坛大将军御用老酒。“这
酒喝着不错，又是咱家乡的酒，惠民
力度这么大，以后办事儿就选古温酒
了。”村民郑大爷领完礼品后乐呵呵地
对记者说。

“这是咱们温县生产的酒，如今厂
家为回报社会、彰显社会责任，推出了
系列大力度的惠民活动，实实在在地为
村民办好事，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
该村村委委员陈艳、郑大新听说惠民活
动在该村开展，专程到现场为活动代
言，向村民宣传惠民政策。

截至目前，活动已送出实惠礼品
500余份，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的热
烈欢迎。据介绍，“惠民来到家门口”
活动将逐步在全市多地展开，持续为基
层群众送去真正的实惠。

实惠送到家门口

温县赵堡镇小黄庄村村干部为惠民活动点赞。
（本栏照片均由本报记者马允安摄）

武陟县木栾街道高伊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洲（右一）、村
委会主任高小雷（左一）正在了解“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
活动相关情况。

武陟县木栾街道后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国明
（右）正在了解“振兴豫酒 古温惠民”活动相关情况。

组委会成员正在向武陟县龙源街道央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白大永 （中） 介绍古温惠民团购点设置具
体细节。

本报讯（记者王学典）近年来，沁阳市崇义镇坚持
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把脱贫攻坚作
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坚持“真脱贫、脱真
贫、提高脱贫质量”的工作标准，提升贫困群众的获得
感和满意度，使贫困群众走上幸福路。截至目前，两个
省级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村序列，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下降至0.73%。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该镇狠抓落实，将脱贫攻坚与
产业培育、补齐短板相结合，与民生改善、社会保障相
结合，与基层党建、扶志扶智相结合，构建了专项扶
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
提升了扶贫工作的政治站位。

据了解，该镇积极落实产业扶贫政策，取得了明显
成效。2017年建成的食用菌种植、大棚哈密瓜和缝纫加
工3个扶贫产业已实现分红，为20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年
度分红11万余元。2018年建设的2个产业项目，投资55万
元的焦作丰禾饲料有限公司资本收益项目，每年为66户贫
困户分红3.96万元，该镇大张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1.54万
元，2018年分红资金发放到位。投资55万元的崇义镇果
蔬大棚项目，每年为100户贫困户分红5.5万元。扶贫产
业安置贫困户劳动力就业50余人，年人均增收8000余元。

在扶贫攻坚工作中，扶志与扶智相结合，针对贫困
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就业扶贫政策。加强技
术培训，以种植、养殖技术等培训为主，开办贫困劳动
力技能培训班，帮助贫困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去年共为
贫困户发放雨露计划短期技能 （驾照培训） 劳动力补贴
5.8万元，转移就业361人，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通
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全年共安排各类公益性岗
位27人，每月工资300～3600元。

既能照看自己的家人，还能领工资，这看似不可能
的事情，在崇义镇却实实在在发生了。李老汉的妻子和
女儿患有慢性病，在沁阳市崇义镇社会扶贫网助力医养
中心接受救助，可以享受免费治疗，而且照看她们的李
老汉也能领到工资。这是该镇积极落实各项健康扶贫政
策、解决贫困户看病难的一个缩影。去年，该镇对全镇
319户贫困群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贫困医疗救助
等政策实现全覆盖，通过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大病补
充保险、托底救助、民政救助等累计报销1038人次，补
贴资金139.59万元，报销比例达到95.2%，切实减轻了贫
困群众的负担。

“今年，我们将坚持脱贫质量，以务实的作风，努力
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推动全镇脱贫攻坚取得新成效，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沁阳市崇义镇镇长
郭水清说。

上图为沁阳市崇义镇镇长郭水清(右二)在该镇西苟庄
村果园了解葡萄种植情况。

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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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学典） 为全面
贯彻市、县环保攻坚会议精神，传
导环保压力，落实企业环保主体责
任，7 月 9 日上午，武陟县北郭乡
组织辖区 46 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召
开最严环保管控及企业承诺誓师大
会。

据了解，该乡要求所有企业认
真贯彻执行7月份最严环保管控，落
实好企业环保各项管控措施，坚决
做到限产停产，确保企业达标排
放，不存在环保违法行为。为此，
企业要作出如下保证：依照企业的
环保手续有关规定，在日常生产作

业中，认真落实各项污染治理措施
和环保管控措施，积极做到环保设
备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坚决不造
成大气污染、水污染等各项污染。
按照县、乡环保管控要求，自觉做
到环保设施正常运转、厂区物料全
面覆盖、地面积尘及时清理，不私

自违规生产，如未落实到位，自愿
接受断电停产和有关处罚。自愿缴
纳2019年度环保保证金，若出现被
电视台曝光、被上级环保部门交办
问题、被上级领导通报问题的，无
条件接受乡政府扣除环保保证金和
相应处罚。

武陟县北郭乡

召开最严环保管控及企业承诺誓师大会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马允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