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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下午，孟州市召开脱贫攻
坚调度会，听取金融、水利、住建等部门近
期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动态调整信息
采集工作、金融扶贫、“五查五确保”等当
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在脱
贫攻坚的收官时刻，要做到心中有责，担负
起工作责任，确保工作顺利推进；要克服懈
怠厌战心理，以紧张严肃的工作态度，打好
攻坚战；要突出工作重点，以最高的工作标
准，全面完成各项工作；要强化督导问责，
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0月9日下午，马村区召开脱贫攻
坚调度会。会议学习传达市脱贫攻坚调度会
议精神，听取扶贫小额信贷、动态调整、
“两类人群”监测帮扶等工作进展情况汇
报，对近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会议强调，要加强区“五位一体”专项
督导，对驻村帮扶、政策落实、作风建设等
工作进行一周一通报、一周一排名、一周一
调度，加压推进当前脱贫攻坚工作。要充分
发挥脱贫攻坚13个重大专项指挥部工作职
责，强化工作举措，不断查漏补缺，提升工
作质量。

●10月12日上午，沁阳市召开脱贫攻
坚调度会。会议听取了“五查五确保”以及
动态调整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安排部署当前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瞄准弱项、补齐短板，强化各
项措施，确保11月中旬各类问题全面清零、
短板弱项全面补齐、质量水平全面提升、脱
贫成效全面巩固。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压
推进，紧盯突出问题抓整改，全面对标对表
促提升，扎扎实实跑好脱贫攻坚的最后一棒。

●10月12日下午，武陟县召开脱贫攻
坚工作调度会。会议传达了全国2020年脱
贫攻坚考核评估工作会议精神，听取了
2020年动态调整工作进展情况，通报了扶
贫小额信贷政策落实情况。会议强调，要坚
持统筹兼顾，聚焦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消
费扶贫、动态调整等当前重点工作，细化帮
扶举措，提高工作效率。要进一步强化责任
落实，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提高工作的精准
度、群众的满意度和社会的认可度。

●10月13日，博爱县有关领导到孝敬
镇齐村、清化镇街道太子庄村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在齐村蔬菜种植项目基地，调研组详
细了解蔬菜种植项目发展情况，听取有关负
责人汇报。在太子庄村，调研组实地查看预
脱贫户住房情况，了解其家庭的生产生活及
政策落实等情况。调研组要求，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始终保持战斗姿
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问题导向、细化帮
扶举措，紧盯工作重点、全面精准发力，确
保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任务；要持
续关注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真正做到脱贫
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巩固好脱贫攻坚
成果。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记者 李英俊 史文生

孟州市化工镇东孟港村党支部书记、河南
鑫河阳酒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生，无论在美
丽乡村建设中，还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始终
坚持以“致富思源，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己
任，坚持“扶贫济困，真情相助”，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脱贫攻
坚带头人”。近日，张永生获得2020年度河南
省脱贫攻坚奉献奖。

近年来，张永生个人和鑫河阳公司累计捐
助1300余万元，用于为贫困户修建房屋、购
置生产生活用具、资助困难孤寡老人、贫困学
生和“爱心送爽”贫困帮扶公益活动，帮助贫
困群众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家庭收入。鑫
河阳酒精有限公司被上级确定为“孟州市精准

扶贫就业基地”。
社会救助勇于担当。今年6月份，在孟州

市举行的“结对认亲·放飞梦想”爱心助学活
动中，张永生与在校学生张龙飞现场结对认
亲。张龙飞是孟州市化工镇人，父亲因病去
世，他和68岁的爷爷共同生活，家庭虽然已
经脱贫，但拮据的生活时常让张龙飞打算放弃
上大学的梦想。

“我会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关心他的生活
和学习，对他一扶到底，为其生活、学习提供
支助，直至完成学业。”张永生说。与张龙飞
结对认亲以来，张永生先后支付2.5万元，给
张龙飞购买生活用品、学习用具、电脑，添置
衣服、交纳学费、报考驾校。

今年8月份，在“焦作有爱”助学捐赠活
动中，张永生又慷慨解囊捐赠1万元。焦作市
委统战部、焦作市工商业联合会为张永生颁发

了“爱心善举”荣誉证书。
今年 9 月份，在孟州市 2020 年腾讯“99

公益日”慈善爱心募捐活动中，张永生在通过
企业募捐方式向孟州市慈善协会捐助10万元
的基础上，又发动全体员工网络捐助8000余
元。该公司还为化工镇西孟港村修路捐助10
万元，为缑村倡学活动捐助3万元，为河阳办事
处大伙村打井捐助5万元，累计捐助近29万元。

产业扶贫当仁不让。鑫河阳公司积极实施
产业扶贫计划，专门成立了企业脱贫攻坚办公
室，2019年9月与博爱县磨头镇狮口村醒狮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产业扶贫协议。截至目
前，该公司收购醒狮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玉米
300余吨，价值580余万元。

该公司还与河阳街道梧桐、缑村、东葛贫困
户相对集中的3个村签订就业用工合同，采取
机动灵活的用工方式，为贫困户提供了绿化除

草、车间保洁、办公室保洁、后勤服务等多个特
殊就业岗位。家住东葛村的张红星今年49岁，
母亲患老年痴呆，需人照顾，爱人精神不正常，
生活不能自理，女儿年仅10岁，家里没有固定
收入，一家人靠低保维持生计。得知他的情况
后，张永生安排他到公司就职。现在，张红星在
该公司每月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家庭生活
条件明显改善。河阳街道前龙村村民苏玉峰，
父亲残疾，因家庭困难，至今没有找到对象。张
永生得知他的情况后，破格录用他到公司蒸馏
岗位，现任蒸馏班班长，月工资 3000 元左右。
目前，该公司已吸纳贫困人员11人就业。

在今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
候，张永生扛起社会责任，彰显企业家的大
爱，公司捐赠 75%酒精消毒液价值 640 余万
元、现金60余万元，为有效防控疫情发挥了
重要作用。

张永生：乡亲们称他“脱贫攻坚带头人”

本报记者 张 璐

有这么一个“傻”姑娘，28岁的她不着急结
婚，却无怨无悔地照顾舅舅，每当别人说她“傻”，
她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舅舅就是我爹，我愿意照顾
他一辈子”。

这个“傻”姑娘就是武陟县龙源街道常庄村
牛丹丹。牛丹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与姥姥、姥
爷、舅舅一起生活。随着姥姥、姥爷的相继去
世，她在舅舅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1987 年，
舅舅常小檩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身体越来越
差，只能弯着腰走路，干不了重活，也没人愿意
嫁给他，生活十分窘迫。2018年，他被识别为兜
底贫困户。

看着舅舅驼背弯腰的样子，想到舅舅小时候对
自己的好，牛丹丹心里很不是滋味。平日里，牛丹
丹只要有时间就去看他，帮他理理头发，打扫一下
院子里的落叶……尽心照顾他的衣食住行。舅舅生
日那天，牛丹丹炒了几个菜，又准备了生日蛋糕。
看到生日蛋糕的那一刻，常小檩手舞足蹈，高兴得
像个小孩子一样。看到这，牛丹丹下定决心，以后
要多陪陪舅舅，让他不再孤单。

转眼间，牛丹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人问
她找对象有什么条件，她总是毫不犹豫地说：“我的
要求就一个，必须和我一起照顾舅舅，给舅舅养
老。”2020年，牛丹丹在舅舅家附近找了一份工作，
索性搬到了他家住。每天，牛丹丹把热饭热菜做
好，端给舅舅吃，把工作中开心的事讲给他听。常
小檩逢人便夸“我有个这么亲的外甥女，这辈子值
了”。

今年5月，武陟县委、县政府为保障贫困兜底
户的生活出台了“五养八延伸”政策。当帮扶责任
人和村干部到常小檩家让他推荐亲戚作为托养人
时，他犹豫了半天，支支吾吾说不出一个字。这
时，牛丹丹刚好下班回家，常小檩看到牛丹丹眼睛
像放光一样，然后低头不语。牛丹丹询问来龙去脉
后，当场答应当舅舅的托养人，义无反顾地签下了

“亲养协议”。
“小时候，他把我当亲闺女对待，现在他老

了，我要认他当爹，像对亲生父亲一样对待他。感
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让我有机会报恩，我一定好
好孝顺舅舅，让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牛丹
丹说。

“亲养协议”报亲恩

本报记者 王 颖

10月15日天刚亮，家住马村区安阳城街道上刘庄村的
贫困户刘新成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喂鸭子、打扫鸭棚、查看
鸭子生长情况……听着此起彼伏的“嘎嘎”声，看着鸭子们
吃食、嬉戏，刘新成脸上露出了笑容。

“新成哥，鸭子最近长得咋样？”
马村区交通局驻上刘庄村第一书记刘辉走了进来。

“再有十多天就该出栏了。你瞅瞅，个个长得都不赖。”
刘新成兴奋地说，“这都是你和驻村工作队给俺家办的好事
哩！”

刘新成今年51岁，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实人，从前总是
闷着头种地，因土地贫瘠、产量不高，一年干到头也难攒下
几个钱。他和妻子供养一个儿子，家里的日子仍是过得很紧
张。2013年，刘新成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扶贫干部的介绍下，刘新成到村子周边打零工，家庭
收入不断增加。2016年，他们家达到脱贫标准，光荣脱贫。

2020年春节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刘新成一
直闲在家里。刘辉送给他几本关于家庭养殖的书籍，看着看
着，刘新成对养殖产生了兴趣。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得知刘新成有意愿发展养殖，
刘辉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开着私家车带他到周边县市的养殖企
业考察学习。经过多方比对后，刘新成和刘辉一致选定从河
南旭瑞农牧集团下属子公司引进一批鸭苗发展肉鸭养殖。

说干就干。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支持下，刘新成通过扶
贫小额信贷政策申请了3万元养鸭启动资金。在养殖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建了鸭棚，科学设置采光、通风设施等，刘新
成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9月2日，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刘新成引进了首批
5000只鸭苗，并与河南旭瑞农牧集团下属子公司签订回购协
议。双方约定，经验收符合出栏标准的肉鸭，由该公司回
购。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刘新成发展养殖心里更有底气。

刘新成一门心思都扑在养殖上。在他的悉心呵护下，一
只只毛茸茸的小鸭苗长成了近1500克重的肉鸭，十几天后
即将出栏。

“按照以往的价格算，俺家的第一批鸭可以净赚 2 万
元。今年春节前还能再养2批，加起来就是4万元。”算起收
入账，刘新成喜笑颜开。

扶贫鸭 “顶呱呱”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本报通讯员 郭秦森

“两万多只鹌鹑，每天产蛋 200 多
公斤，差不多能卖 2000 多元。虽然现
在我还没有脱贫，但是只要手脚勤快肯
吃苦，就一定能还清欠账，脱贫致富过
上更好的日子。”10月13日，在自家鹌
鹑养殖场忙碌的修武县小营工贸区小营
村贫困户冯海疆说。

冯海疆原本家境殷实，可一场突如
其来的大火改变了他的命运。2016年年
底，冯海疆经营的饭店意外发生火灾，
他被大面积烧伤，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总
算保住了性命，但背上了 70 多万元债
务。

2017年5月，冯海疆家被精准识别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单位修武县委
政法委和小营工贸区机关干部职工向冯
海疆捐款6000元，并帮助他申请到低保
补助、残疾人补助等。

在县人社局、县医保局、小营工贸
区的协调配合下，冯海疆的巨额医疗费
得以报销，让他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
望。冯海疆逢人就夸党的扶贫政策好，
决心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早日还清债
务、脱贫致富。

随着身体慢慢好转，他多方打听、
仔细研究，觉得鹌鹑养殖适合自己。
2019 年 11 月，在帮扶单位和亲戚的帮
助下，他筹集到 10 多万元建了个鹌鹑
养殖场。今年春节期间，正好到了鹌
鹑产蛋高峰期，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给了冯海疆当头一棒。鹌鹑每
天产蛋 200 多公斤，一点也卖不出去，
鹌鹑蛋堆满了仓库，冯海疆急得团团
转。

帮扶工作队员得知情况后，立即组
织干部职工帮助他拓展销路，微信群和
朋友圈成了销售“爱心鹌鹑蛋”的广告
平台，帮助冯海疆销售鹌鹑蛋7500余公
斤，收入5万余元。拿到这些钱，这个
硬汉子连声道谢，热泪盈眶。

眼下，冯海疆的鹌鹑养殖场已步
入正轨，勤劳致富的梦想正在一步步
变成现实。“是党和政府帮助我摆脱了
困境，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我要踏踏实实经营好这个鹌鹑养殖
场，争取早日脱贫致富。”冯海疆充满
信心地说。

冯海疆：脱贫靠双手 幸福靠奋斗

本报记者 王 颖

10 月 13 日是扶贫蹲点日，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临近中午，在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忙着接单卖核桃的武陟县交
通局驻圪垱店镇安庄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吴焕春终于闲了下
来。

“按照6元一斤，这是100斤核桃的钱，你收下。”吴焕
春将钱递到贫困户戴新强手里，“这核桃真不赖！大家当场
打开品尝，都说皮薄仁大，吃着格外香。”

“俺家的核桃都是手工剥皮、自然晾晒，大伙儿满意就
中！”戴新强高兴地说。

戴新强今年49岁，肢体有残疾。家里有3口人，老父亲
80 多岁身体不好，弟弟患有慢性病，只能算作弱劳动力。
他们家在2013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随着国家各项帮扶政策的落实，戴新强一家人的生活有
了很大改善。在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帮助下，他尝试种植核
桃，带动家庭增收。

几年下来，戴新强用勤劳和汗水浇开了“脱贫花”。
2017 年年底，他家实现了脱贫摘帽。奋斗的日子格外美
好。在每年核桃种植的空闲期，他到水果批发市场进一些水
果，到周边村赶集会售卖。生活虽辛苦却很充实，腰包也一
天天鼓了起来，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今年10月初，经过
前期的剥皮、晾晒、筛选，戴新强家有300多公斤优质核桃
上市。然而，连日的阴雨天气影响了核桃的销售，这可愁坏
了戴新强。

10月13日一早，武陟县交通局驻村帮扶工作队到安庄
村蹲点扶贫。了解到戴新强家的情况后，吴焕春立即在单位
的微信群发起了消费扶贫倡议。众人拾柴火焰高。微信群里
大家很快就报了50公斤的购买信息。吴焕春和驻村第一书
记付腾飞组织帮扶工作队的队员们分装过秤、装车送货。目
前，购买核桃的爱心接力还在帮扶工作队员的朋友圈里“发
酵”，持续有爱心人士加入消费扶贫、助农增收的爱心队伍中。

拿到了钱，戴新强笑得很开心，“有了咱驻村工作队的
帮助，我更要加油干，早点带领俺家人和全国人民一起奔小
康。”

核桃香 日子甜

⬆武陟县大虹桥乡东刘村村民在该县农友
种植专业合作社内加工怀红菊。该合作社以种
植、加工、销售“四大怀药”为主，合作社发
展175户贫困户成为加盟社员，指导他们种植
怀药，同时还安排1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到
加工车间上班，确保其有稳定收入。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10月12日，沁阳市柏香镇昊诚种植专
业合作社社员在采摘豆角。该合作社占地面积
5.7 公顷，目前已投资 250 余万元，主要用于
种苗培育、圆紫茄、豆角、黄瓜等蔬菜的种
植。其年产值可达230万元，为15家贫困户提
供了长期稳定的收入，并为100多名贫困人员
和留守人员提供了劳动岗位，带贫效果显著。

本报记者 杨 帆 通讯员 陈丰收 摄

➡1010月月1515日日，，武陟县西陶镇北阳村火龙武陟县西陶镇北阳村火龙
果种植大棚内果种植大棚内，，火龙果长势喜人火龙果长势喜人。。该项目由河该项目由河
南北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南北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投资300300余万元余万元，，建建
成成1010座高效温室大棚座高效温室大棚，，主要种植火龙果主要种植火龙果、、哈哈
密瓜等水果密瓜等水果，，提供岗位提供岗位3030余个余个，，优先使用建优先使用建
档立卡贫困户档立卡贫困户，，人均日工资人均日工资5050元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崇飞宋崇飞 摄摄

⬇10月11日，温县招贤乡上苑村领群
鞋帮加工点，村民正在加工棉鞋帮。该加工
点由致富带头人王领群建立，总投资40余
万元，购置缝纫设备40多台，为村民提供
了40多个就业岗位，其中贫困户20户，人
均月工资不低于2000元。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