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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马村区召开全区脱贫攻坚工作推进
会，贯彻落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和
省、市脱贫攻坚第八次推进会精神，总结通报2019年度
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有关情况，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会
议强调，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提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精气神”；要锁定目标，强化落实，啃下剩余脱贫任
务的“硬骨头”；要强化举措，补齐短板，推动脱贫攻坚
工作再上“新台阶”；要重点监测，加强防控，筑牢巩固
脱贫成果的“防火墙”；要压实责任，凝聚合力，激发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战斗力”，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的各项
目标任务。

●7月25日，孟州市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会，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和省、市脱贫攻坚第八次推进会精神，对脱贫攻坚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认
清形势，坚定决战脱贫攻坚的信心决心；要咬定目标、突
出重点，确保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要落实责任、强化
担当，紧盯问题整改，补齐短板弱项，巩固好脱贫攻坚成
果，确保高质量打赢收官之战。

●7月27日，武陟县召开全县脱贫攻坚工作调度
会，传达市脱贫攻坚第八次推进会议精神，通报“五养八
延伸”政策落实排查情况，安排部署扶贫项目、问题整
改、重点帮扶等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突出重
点，全力推进扶贫项目建设，以产业扶贫带动贫困群众稳
定脱贫；要抓实亮点，深入落实“五养八延伸”机制，织
密兜底保障网；要抓好难点，加强兜底户、边缘户帮扶，
进一步补齐金融扶贫、消费扶贫的短板。

●7月29日，沁阳市召开脱贫攻坚推进会，通报了
2019年以来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步脱贫
攻坚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坚定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信心决心，切实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和紧
迫感，坚持精准方略、深化问题导向、扭住重点关键，发
起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最后总攻。要进一步强化攻坚保
障，把真抓的导向竖起来、狠抓的干劲鼓起来、会抓的本
领提起来，高质量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记者 王 颖

扶贫服务热线公告
为了进一步畅通贫困群众利益诉求渠道，更好地让社会各界

和广大群众监督我市脱贫攻坚工作，现将省、市、县扶贫服务热
线予以公告。

单位

省扶贫办

焦作市
扶贫办

沁阳市
扶贫办

孟州市
扶贫办

温县
扶贫办

博爱县
扶贫办

武陟县
扶贫办

修武县
扶贫办

中站区
扶贫办

马村区
扶贫办

咨询监督电话

（0371）
65919535

（0391）8382959

（0391）5190766

（0391）8188810

（0391）6130019

（0391）8681017

（0391）7270959

（0391）7171009

（0391）3665863

（0391）2049605

电子邮箱

hnfpb12317@
163.com

jzfpjd@126.com

qysfpb666@
163.com

mzsfpb@126.
com

wxfpban@126.
com

baxfpbxfb@126.
com

wzxfpb2017@
126.com

xwxtpgj@163.
com

zzqfpb@126.
com

jzmcqfpb@126.
com

官方微信
公众号

河南扶贫

焦作扶贫

孟州市
扶贫

博爱县
扶贫开发
办公室

信访
手机号

17737793060

15939161859

15139130763

13939140369

13523368079

热线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8:30~12:00、15:00~18:00，非工作
时间请发送电子邮件或信访手机短信。

本报记者 史文生
本报通讯员 张 睿 房奇静

每周二的扶贫蹲点日，温县纪委副书记郑祥瑞都
会到帮扶对象孙全英家中开展帮扶活动。

“孙大嫂，好香啊，做啥好吃的呢？”7月28日，看
到孙全英在厨房忙活，刚到她家门口的郑祥瑞问。

“这不小龙暑假期间去练拳了，体力消耗大，做
顿好吃的给他补补。今天中午别走了，我炖了鸡。”
满脸笑容的孙全英边说边叫孙子小龙搬凳子。

孙全英一家6口，老伴牛天章早年双眼失明、行
动不便，长期需要人照顾，上门女婿有腰病不能干重
活，孙女孙子正在学校读书，孙全英负责照顾一家老
小吃喝，全指着女儿的微薄收入维系。

2016 年对口帮扶孙全英家后，郑祥瑞和驻村
第一书记贾捷为其量身定做了帮扶政策：办低
保、修院子、签医生、找工作、给分红……全家
人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2018 年中秋节前夕一次走访时，郑祥瑞发现孙
全英女儿、女婿坐在院子里愁眉不展，一问才知道，
孙全英最近浑身疼痛，腿部浮肿无法行走，可为了省
钱，说啥也不同意去医院检查。

在郑祥瑞耐心细致的劝说下，孙全英同意跟女
儿乘车到县医院作检查、找病因。经专家诊断，原
来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引起她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即
可缓解症状，但后续还要长期治疗和用药。

“孙大嫂，你这病符合慢性病认定条件，出院后
看病吃药能报销一大部分，花不了几个钱。”看到孙全
英满脸愁容，郑祥瑞赶紧开导，“医生就在旁边，不信
你问问。手续的事，你不用操心，我们全程代办。”

2018年年底，孙全英一家顺利脱贫。如今，老两
口安享晚年，闺女女婿干活赚钱，孙女孙子健康成长，
孙全英开心地说“这就是我从前梦想的幸福生活”。

孙全英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王 颖

“毅庆家今年又要出一个大
学生！”“可不是，他家两个孩
子学习都不赖，好日子还在后
头哩。”连日来，宁静的温县
招贤乡中辛村因高考成绩放榜
而变得热闹起来，大家津津乐
道贫困户王毅庆的儿子高考成
绩 587 分，超出理科一本线 43
分！

面对乡亲们的夸赞，王毅
庆总是嘿嘿一笑：“我这辈子吃
了没文化的亏，不能让孩儿们
再因为没文化吃苦受穷了。”

王毅庆在村里是出了名的
踏实肯干。他家里六口人，上
有父母双亲，年迈体弱，下有
一对儿女，家庭负担沉重。十
多年前，他的妻子突发脑溢
血，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欠下外债，妻子丧失了劳动
能力，家里的生活更是难上加
难。

后来，王毅庆家被识别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健康扶贫、
教育扶贫、产业分红等一项项
扶贫政策的落实，帮助王毅庆

家逐渐走出困境。在村两委干
部的帮助下，王毅庆在邻村的
工厂找到了工作，每个月收入
3000余元。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治本之策。王毅庆虽没读过
几天书，却一直很重视两个孩
子的教育，即使家里再困难也
坚持让儿子和女儿上学读书。
孩子们也很争气。2016年，王
毅庆的女儿以高分被信阳师范
学院录取，今年儿子的高考成
绩也不错。

优秀的儿女更加激发了王
毅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决心。
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他开始
种植山药，农闲时还坚持外出
务 工 ， 家 庭 收 入 持 续 增 加 。
2017年年底，王毅庆家人均年
收入近 5000 元，实现光荣脱
贫。

摘帽之后，王毅庆依旧每
天早出晚归，田间地头、工厂
车间，干得很拼。

“我想报考医学院校，这些
年我们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很
多帮助，我希望学医，将来能
够用医术帮助他人。”王毅庆的
儿子坚定地说。

贫困户王毅庆家的喜庆事儿

本报记者 王 颖

“在农场干活有钱赚还不耽误
照顾家里，多好啊！”7 月 29 日，
记者在修武县王屯乡前董村爱心家
庭农场采访时，贫困户付菊花正和
工友们在采摘黄桃。身后郁郁葱葱
的桃园里，这边是金灿灿的黄桃缀
满枝头，那边是粉红的蜜桃香味扑
鼻，十分喜人。

付菊花今年57岁，一直想找个
活儿补贴家用，但由于年龄大，找
工作处处碰壁。去年春天，她经人
介绍到了这个农场，负责果树的田
间管理以及采摘等，工资每天 50
元，这个工作能够带动她家年增收1
万余元。

在爱心家庭农场，像付新菊这

样的贫困家庭弱劳动力还有不少。
他们不出村子就能务工增收，一个
个干劲十足，丰收的桃园里时常传
出阵阵欢笑声。

爱心家庭农场，单看这个名
字，就能感受到其中的暖意。农场
创办人董新年希望这个农场不仅是
自己实现致富梦想的地方，更是带
动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地方。

今年37岁的董新年曾是前董村
的贫困户。他不等不靠，通过外出
务工积累了一些钱，改善了家庭生
活状况，2016年脱贫摘帽。生活宽
裕之后，董新年心里惦念的是村里
的乡亲们，一直在琢磨带动大家致
富的门路。

王屯乡素有“林果之乡”的美
称。多次外出考察后，董新年决定
流转土地，发展果树种植，建设观

光采摘农场。农场发展之初，由于
缺乏管理经验，结出的果子易裂
果、落果，销售困难。2018年，在
扶贫干部的帮助下，董新年从山
东、陕西等地引进了新品种，种植
蜜桃、黄桃、大枣、石榴等，并在
果树下间作种植红薯。农场还加工
制作红薯粉皮、粉条，为贫困群众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今年，农场的桃树进入丰产
期。6 月中旬以来，近 50 名村民在
这里采摘，其中不少贫困户，每人
每天可拿到50元报酬。

“丰产还要丰收，我们正筹划运
用新建成的王屯乡美学小建筑——
鲜果工坊，进行直播带货，打造爱
心农场鲜果品牌，带动更多的乡亲
们致富。”董新年说。

桃园果香欢笑多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通讯员成明星）“真是多
亏了你们，不然我大哥这一家子该怎么过呀！”7月
28日，博爱县柏山镇上屯村村民周小军握着县档案
局驻上屯村原第一书记杨景明的手，热泪盈眶。

周小军的大哥周荣根今年还不到60岁，在糖尿
病综合征的折磨下，双目几乎失明，双腿重度残疾，
精神几近崩溃。他的妻子焦金玉患有心脏病，儿子周
庆珑重度智力残疾，生活无法自理，一家人的基本生
活都成问题。

2019年4月，周荣根一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9 年 10 月，53 岁的焦金玉因心脏病突发去
世。“那段时间，杨书记天天往我大哥家跑，不是送
吃的就是送穿的，我们感恩在心。”周小军说。

今年年初，博爱县医保局的皇超杰接替杨景明成
为驻上屯村第一书记。换人不减帮扶，换人不减责
任。皇超杰与杨景明、村两委干部积极申请，在征得
周家同意后，将周荣根父子俩送到了焦作市第四人民
医院医养中心。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周荣根的
病情得到控制，周庆珑的生活有了保障。

为了表达谢意，周荣根特意让弟弟给杨景明、皇
超杰及上屯村村两委送去锦旗。“大哥和侄子住进医
养中心后，看病、吃药都有人照顾，我去上班也不用
担心了。太感谢你们了！”周小军说。

住进医养中心 贫困父子无忧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牛联平

伏天正是用水高峰期，农村群众的饮
水安全问题解决得如何？7月29日，记者
到孟州市槐树乡东孟庄村实地采访。

东孟庄是原省级贫困村，全村 440 余
口人，住在新村、老村两个居住点。新村
群众居住的是六层居民楼院，老村群众居

住的是自建农家院。
“今年春天更换过压力罐后，感觉水劲

儿很大，这几个月供水很稳定，不用担心
突然停水而提前储水了。”家住东孟庄新村
的成小凤说。

今年4 月份该市水利部门在村里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将该村
原来 5 吨的压力罐更换为 10 吨，水压大
了，供水更加稳定了，群众再也不用为水
不够用、供不上水、洗澡难而烦心了。

农村饮水安全是脱贫攻坚“两不愁三
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底线任务之一。近年来，孟州市水利部
门紧盯民生短板、发挥行业优势，围绕水
量、水质、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等农村
饮用水安全评价指标强力攻坚、持续发
力，为辖区188个村建设了单村集中供水
工程，其余86个村通过延伸城市自来水管
网，解决安全用水问题。另外，2 个农场
和1个林场的饮水安全也解决到位，包括
24个省定贫困村在内的274个行政村饮水
安全问题全部解决。

经过多年努力，孟州市农村饮水安全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水源不稳定、水质
变化等问题仍然困扰着部分农村。特别是
该市西部山岭区处于太行山由北向南平原
过渡地带，地质条件复杂，常年干旱缺
水，地下水位下降后，找井、打井曾经是
困扰当地群众生产生活的老大难问题。

“2000 年至 2010 年，经我手就为村里
打过 4 眼井，这眼没水了，只能再打一
眼，井越打越深。由于没有经过精准勘
探，井水的供水量不稳定、水质不达标，
无法满足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后的用水
需求。”东孟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应文在村里
从村委会主任干起，当了20多年的干部，
对村里的饮水问题感触很深。

王应文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的
饮水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2013年，孟州
市水利部门组织了专业的水文地质勘探队
伍，经过精准勘探后，在新村打了一眼深
井，检测达标的深井水经过压力罐、地下

管网直达群众家中。
在老村，由于村里在沟底的自建井水

质不达标，几年前建设了自来水厂。水厂
的水一部分经压力设施、地下管网入户，
供日常洗涮使用；另一部分经过村中的分
质供水设备消毒、净化处理后，供群众饮
用、做饭。至此，全村群众都用上了安全
放心的自来水。

“这机器里出的水，能直接饮用，口感
甘甜，安全放心，大伙儿都可满意。”正在
老村的分质供水设备 （水利扶贫惠民供水
站）前接水的村民王春说。

孟州市水利部门紧盯季节性缺水、供
水不稳定、管网老化、水质不达标、维护
管理不到位等薄弱环节，通过对干旱区应
急送水、加强各供水站 （厂） 和管理人员
防护工作、建立健全设备运行和维修保养
机制、联合卫健部门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工
作等，确保广大农村群众不间断地喝上安
全水、放心水、幸福水。

如今，通过星罗棋布的地下供水管
网，清洁、卫生的饮用水每天都输送到农
村群众家中。农村饮水方式的改进，饮水
质量的提升，为孟州市的脱贫攻坚任务如
期完成和下步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

“持续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坚
决高质量完成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任
务，确保农村家庭和城里人一样吃上方
便、安全、洁净的自来水，共享社会改革
发展的成果，是孟州水利人永恒的前进动
力。”孟州市水利局负责人表示。

一泓清水润民心
——孟州市农村饮水安全攻坚走笔

孟州市槐树乡东孟庄村的村民正在安全饮水设备上接水。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昨日，中站区龙翔街道西张庄村的焦作
市华岳陶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村民在进行陶
瓷产品的加工制作。该公司总投资 2000 万
元，其中扶贫资金370万元，为周边村民提供
了260余个务工岗位，每年为贫困户分红37万
余元，带动277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7月26日，焦作市新金鹏食品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水饺。该公司是一
家日产量80吨的中型食品企业，主要生产水
饺、面食类产品，现有职工300余人，优先聘
用周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人均月工资
不低于2500元，增加了村民收入。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