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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上午，沁阳市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听取该
市住建、医保、残联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打
算，传达了焦作市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会议精
神，并就抓好问题整改、提升基础工作质量、开展产业扶贫
规划研判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必
须进一步提高认识，把高质量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工作的始
终，聚焦问题，查摆到位，自查自纠，巩固提升，推动脱贫
攻坚工作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7月6日，孟州市召开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专项调研动员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调研活动为契
机，全面摸清底数，找准调研重点，狠抓整改落实，重点对
收入核算、产业扶贫、项目资金、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医
保扶贫、危房改造、饮水安全、金融扶贫等九个方面工作进
行细化、核查。会议强调，要认真对待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严格追责问责，力争通过调研使短板补起来、弱项强起
来、亮点亮起来、整体形象树起来。

●7月6日上午，马村区召开近期重点工作推进会。会
议传达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整改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全市
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调研活动精神，安排部署下
步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市有关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全
面自查、摸清底数，举一反三、细化工作措施，不推不拖、
不等不靠，加强问题整改，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年度目标顺利
实现。

●7月7日上午，中站区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传
达全省脱贫攻坚重点工作整改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全市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调研活动精神，安排部署全区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工作和推进项目建设、精准识
别等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扛
起脱贫攻坚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巩固提升脱贫攻坚质量；
围绕重点问题和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工作见实效。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记者 王 颖

在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
村，提起驻村第一书记韩梦
超，乡亲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韩书记一直记挂着俺村，两次
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大伙
儿奔小康，他是我们村的致富
领路人。”

今年34岁的韩梦超是修武
县人社局办公室主任。2015年
全市选派第一批驻村第一书记
时，他受命担任大南坡村驻村
第一书记。地处修武县北部山
区的大南坡村是个省级深度贫
困村，由西小庄村、东小庄
村、南坡老村、南坡新村 4 个
自然村组成，有 245 户 960 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76 户 261
人。这些贫困村民散落分布在4
个自然村，帮扶难度不小。

韩梦超驻村后，从贫困户
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难题入
手，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介
绍就业岗位，为因病致贫的贫
困户申请各项看病补贴，为缺
技术致贫的贫困户请来农业种
植专家……一件件惠民实事暖
到了贫困户心里。

2016年10月，正当韩梦超
想带领大南坡的乡亲们在致富
路上大干一场时，他 6 岁多的
儿子突然患病了，妻子刚怀上
二宝，孕期反应严重，带儿子
四处看病的任务只能落在韩梦
超肩上。

一边是被疾病折磨的儿
子，一边是紧张的驻村扶贫工
作，韩梦超陷入两难。为了不
耽误村里的扶贫工作进度，韩
梦超无奈地选择了暂时离开大
南坡村，带着儿子看病求医。
幸运的是，儿子的病得到了控
制，身体逐渐好转。

一朝入村扶贫，难舍乡里
乡亲。2018 年 7 月，大南坡村

需要调整驻村第一书记，单位
领导找韩梦超谈话时，他二话
不说就答应了。

这次驻村，韩梦超立志要
带领乡亲们致富，带领大南坡
村脱贫“摘帽”。在他的积极争
取下，村里实施了道路亮化、
硬化工程，盖起了新的蓄水
池，确保乡亲们饮水安全。他
还引进手工老粗布加工项目，
帮助8名贫困户累计增收1万余
元；举办扶贫专场招聘会，广
泛宣传就业信息，引导十几名
贫困户外出就业，使其家庭收
入稳步增长；鼓励有创业意愿
的贫困户赵金保夫妻俩在修武
县城开起了服装店，帮助其申
请到 5 万元政府贴息贷款，还
邀请创业指导师对其进行跟踪
指导，使赵金保一家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

为了方便贫困户家庭成员
进行重症慢性病鉴定，解除他
们的看病之忧，韩梦超两次邀
请鉴定专家到村里开展鉴定。
此外，他还邀请市、县人民医
院的专家，进村为村民开展义
诊和体检，让乡亲们不出村就
能享受到医疗保健服务。

一桩桩实事，大南坡的乡
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
们发自内心地感谢韩梦超。“韩
书记几次组织俺村人参加技术
培训，俺儿子参加两次电焊培
训后，在城里找到了工作，一
个月能赚 3000 多元哩。”贫困
户苏秋喜说。

为了让乡亲们过上更好的
日子，韩梦超结合村里现有的
建筑资源优势，和村两委干部
积极争取修武县美学经济项目
落户该村。为了提高村民农业
种植的产量和收益，结合村里
山地耕种的特色，他为村里争
取了扶贫产业项目，计划建设
三四个蔬菜大棚，发展绿色有
机蔬菜种植。

割不断的扶贫情
——驻大南坡村第一书记韩梦超扶贫小记

韩梦超（左）正和村干部在村里废弃的学校挖掘整理资料，
为争取美学经济项目落户该村作准备。本报记者 王 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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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拾鸭蛋，就像拾金豆
一样，干起活来可有劲儿。”近
日，在武陟县谢旗营镇陈堤村蛋
鸭标准化养殖基地，贫困户杨建
平抱着一筐刚拾满的鸭蛋高兴地
说。

杨建平一家 4 口人，之前家
里全靠他和妻子务农的微薄收入
供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家庭
经济负担重，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杨建
平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武陟县发改委驻陈堤村工
作队的帮扶下，杨建平一家享受
到了一系列国家对贫困户的帮扶
政策，尤其是两个孩子享受到了
教育补贴，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杨建平感恩党和政府的帮助，更
明白要想真正脱贫致富，不能等
靠要，还得要自己实干。

2018年秋天，在谢旗营镇和

驻村工作队的多方努力和协调
下，建在陈堤村北头的扶贫产业
项目蛋鸭标准化养殖基地投入使
用了。杨建平第一个报名应聘，
在养殖基地积极学习养殖技术，
任劳任怨踏实工作，成了养殖基
地聘用的长期工，每个月收入
2000余元。他的妻子也在帮扶责
任人邢玉红的帮助下找到了工
作。2018年年底，杨建平家的人
均年收入达到1万余元，他逢人
便夸国家的扶贫政策好，主动申
请了脱贫“摘帽”。

在陈堤村，依靠蛋鸭标准化
养殖基地实现脱贫致富的贫困户
不止杨建平一家。精准扶贫工作
开展以来，陈堤村驻村第一书记
许栋林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促进
贫困户持续增收致富、摆脱贫困
的最有效途径，积极与乡镇扶贫
办沟通协调，多次联系对接河南
旭瑞牧业，将谢旗营镇精准扶贫
项目——蛋鸭标准化养殖成功引
入该村。该项目采取“企业+基

地+贫困户”模式，通过租赁村
民及贫困户的土地、贫困户入股
分红、贫困户到基地就业等多种
途径，带动谢旗营镇56户贫困户
增收，解决了陈堤村30余个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

目前，该养殖基地有4名像杨
建平这样的长期工，全部是陈堤
村的贫困户。他们每天日常的工
作就是喂鸭子、收鸭蛋，包吃包
住，每月还有4天假期，再加上土
地租金、入股分红等，他们足不
出村年收入3万多元。

“儿子今年要考研，小女儿
正上大一，我要继续加劲干，争
取供出两个博士生！”杨建平乐
呵呵地说。他希望两个孩子能用
知识改变命运，自己要加倍努力
工作，为孩子们树立好的榜样，
同时也为他们做好后勤保障工
作。

陈堤村：养蛋鸭让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7月4日，博爱县本尚书画培训中心，残障人士陈海娇 （中）
在老师的辅导下开心地学习电脑打字。扶贫扶残先扶智。当天，该
县残联举办的青壮年残疾人扫盲电脑基础知识培训班在该中心开
班，培训教师耐心地从开关机、汉字录入、登录网络等基础知识讲
起，保证让每个学员都能够听得懂、学得会。据了解，今年上半
年，博爱县残联还在产业扶贫基地先后对100多户贫困户和残疾家
庭进行产业技术培训，为他们传授小麦套种辣椒、皂刺嫁接等技
术，为他们早日脱贫致富提供技术支撑。

本报通讯员 程 全 崔 璨 摄

图① 昨日，博爱县柏山镇贵屯村缝纫
加工车间，村民在加工校服。该扶贫车间总
投资140万元，其中扶贫资金20万元，现有
50多台缝纫设备，为周边村民提供了50余
个就业岗位，并优先招录贫困户劳动力，每
人每月收入不低于2600 元。2018 年年底给
周边的贵屯村、义沟村、倒槐树村、柏山村
50户贫困户每户分红587.1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图② 7月9日，沁阳市柏香镇南西村
扶贫车间，村民在进行皮筋、头花等饰品生
产。该扶贫车间由村民李永和李玲玲夫妇在
村两委的帮扶下建成，共投资 50 余万元，
主要为村里的贫困户和其他不能出远门的妇
女提供岗位，每人每月收入不低于 1800
元，带动全村贫困户顺利脱贫。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图④ 昨日，武陟县谢旗营镇陈小段村
的脱贫户陈志然在自己开的砂锅店里忙活。
今年 36 岁的他腿脚不便，两个孩子在上
学，家里生活困难。村两委为其办理了低
保，并申请了5万元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助他
开了一家砂锅店，每月有几千元的收入，使
他家顺利脱贫。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图⑤ 7月5日，温县武德镇亢村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入股的贫困户首次领到了分
红。据了解，该合作社在焦作市教育局的帮
扶下，争取扶贫资金161万元建成了7座温
室大棚，主要种植西红柿、茄子等。市教育
局党组高度重视亢村的脱贫攻坚工作，今年
年初以来，帮助该村销售蔬菜 10 万公斤，
销售收入38万元，带动48户贫困户实现增
收 ， 务 工 的 贫 困 户 每 人 每 月 收 入 1500
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图③ 7月10日，马村区演马街道陆村
脱贫户范小二在自己承包的蔬菜大棚里采摘
豆角。范小二家原来是贫困户，在该村两委
的帮扶下，他承包了一座多功能温室大棚，
主要种植黄瓜、西红柿和豆角等蔬菜，一年
收入不低于2万元，2018年年底顺利脱贫。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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