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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武陟县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听

取各乡镇（街道）脱贫攻坚工作推进情况，安排部

署当前重点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全面排查工

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问题短板，精准施策、逐项销

号，着力提高工作质量；要加强统筹协调，凝心聚

力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11月16日，修武县以视频形式召开脱贫攻坚

工作推进会，安排部署近期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会

议强调，要进一步认清形势，提高站位，持续加强

业务学习，提高脱贫攻坚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全

面梳理排查，聚焦重点难点，做到查漏补缺、提质

增效；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逐级压实责任，奋力

夺取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胜利。

●11月16日，马村区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传

达贯彻省、市相关会议精神，对近期脱贫攻坚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

站位，凝心聚力、鼓足干劲、提振信心，以决战决

胜的姿态做好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年

度目标任务，全面查漏补缺，进一步完善提升；要

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责任，强化举措、提高效率，

确保以优异的成绩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

利。

●11月18日，沁阳市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会

议传达了焦作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精神，就进一步

做好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会议强

调，要切实增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全

面对标对表各项要求，抓紧查漏补缺，尽快补齐短

板；要坚持目标导向，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

措，加强统筹协调，凝聚脱贫攻坚合力，坚决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11月18日，孟州市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会

议传达焦作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精神，对近期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和紧迫感，牢牢扛起脱贫攻坚工作的政治责任，

完善规范档案资料，落实落细帮扶举措，推动各项

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节点意

识，聚焦问题短板，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如期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11月18日，温县召开脱贫攻坚调度会，传达

全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精神，听取各乡镇（街道）、

行业部门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就近期脱

贫攻坚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进一

步认清形势，提高站位，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加

强统筹协调，凝聚脱贫攻坚合力；要全面对照脱贫

攻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抓紧查漏补缺，尽快补齐

短板；要坚持目标导向，强化责任落实，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交出一份让人民

满意的脱贫攻坚答卷。

●11月 18日，中站区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

会，传达市脱贫攻坚调度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近期

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提高思想认识，全面对标对表，逐项逐条查漏

补缺，促进工作全面提升；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坚决落实精准要求，坚决树牢务实精神，坚决

严明工作纪律，全力以赴做好、做实、做细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本报记者 王 颖

本报通讯员 陈丰收

沁阳市柏香镇新村的赵磊磊可能自己都没想到，几年
前的转行，不仅自己的产业得到了发展，还为乡邻提供了
就业岗位，带动部分贫困户脱贫圆梦。

赵磊磊和妻子岳艳原本经营着一家电脑店，由于受手
机市场的冲击，电脑生意越来越不好做。2016年，夫妻
二人开始转行，投资10余万元，在村里建起了沁阳市新
村鞋帮加工厂，试着在家里进行鞋帮加工。

“我和爱人都在这里上班，一个月俩人能挣个2000多
元，在家门口干活，挣钱顾家两不误，这比在外面打工强
多了，2019年我家顺利实现了脱贫。”正在车间剪线头的
刘国营看起来很满意他目前的这份工作。没来厂前，他家
是本村有名的贫困户，为照顾90岁的老娘，自己不能外
出务工，农闲时爱打麻将。自打进厂后，生活充实了许
多，他也戒掉了打麻将的习惯。

和刘国营家住不远的胡如意也是个贫困户，她也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早日脱贫过上好日子。别看年龄大，但是她
接受能力很强，进厂一个月，很快就“出师”。“现在每月
我能拿到 1500 元左右，还能兼顾家庭，日子越过越好，
2018年我家顺利实现了脱贫摘帽。”胡如意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信心。

生意做大了，赵磊磊的名声也大了，不少周边群众想
进厂工作，目前厂里已招工52 人，解决贫困人员就业8
人。“在赵磊磊的带动下，柏香镇已发展了郑村、郜庄、
高村、宋庄等8家鞋帮加工企业，年加工鞋帮达20余万
双，吸纳300余名农民就近就业，带动贫困人员就业近30
人。鞋帮加工看似不起眼，但它让一部分难以外出的村民
特别是贫困户受益，甚至迅速实现稳定脱贫，从事鞋帮加
工已逐渐成为我镇群众打工、务农、持家三不误的一个致
富新途径。”柏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韩中文说。

一人致富 带动一方

本报讯 （记者王龙卿）
11月17日上午9时，河南省
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和
第十一届河南省农村摄影大
展在郑州市郑东新区河南省
文化馆展厅开幕。焦作元素
在影展上成亮点，我市刘长
春、王利江、刘小喜、梁乃
清、王龙卿、郭胜利、任天
亮等人的作品获奖入选。

为聚焦“三农”，展现中
原乡村振兴和中原农民奋发
昂扬的时代精神，助力全省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文化
扶贫，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组织开展了河南省脱贫攻坚
优秀摄影作品展和第十一届
河南省农村摄影大展。展览
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河南省文化馆和河南省
艺术摄影学会承办。

本次摄影大展组织开展
过程中，全省各地文化和旅
游部门广泛组织各类摄影团
体和广大摄影工作者踊跃参
与，积极投稿，共收到参赛
作品1万多幅（组）。

经过专家评选，河南省
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评
出一等奖 10 幅、二等奖 20
幅、三等奖30幅、优秀作品
奖70幅，我市刘长春的《扶
贫书记展风采》 获二等奖，
王龙卿的《人工天池》获三
等奖，刘长春的 《产业脱
贫》、 王 利 江 的 《绿 色 天
路》、刘小喜的《医养中心的
笑声》、梁乃清的《红色宣传
到山村》获优秀奖，焦作市
文化馆获优秀组织奖，王梦
颖获优秀个人组织奖。

第十一届河南省农村摄
影大展共评出获奖作品 160
幅 （组）， 其 中 10 个 一 等
奖，20个二等奖，30个三等
奖，100 个优秀奖，12 个先
进组织单位，25个先进组织
个人。我市任家亮的《地黄
花》 获二等奖，任国庆的

《人勤鹅欢》、毋立英的《放
飞梦想》、郭胜利的《脱贫小
村全村福》、郭胜利的《文化
传承》获三等奖，连巍获得
优秀个人组织奖。

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摄影作品展
和第十一届河南省农村摄影大展

焦作元素亮眼

本报记者 王 颖

11月17日上午，在温县番田镇三
陵村的一间纸制品加工车间里，53岁
的车间老板、脱贫户秦淑青正带着几
个女工在机器前忙碌。从贫困户到致
富能手，短短几年时间，她实现了华
丽逆袭，过上了让人羡慕的幸福生
活。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我
得努力把厂子干好，带着更多的姐妹
致富。”秦淑青高兴地说。她的话立
即得到了车间女工的应喝：“跟着淑
青干，有钱赚日子甜。”说着，大家
脸上都绽放了笑颜，笑声格外爽朗。

然而，就在几年前，秦淑青根本

笑不出来。她家里有 5 口人，3 个孩
子都在上学读书，每年各种花销2万
余元。为了供孩子们读书，秦淑青和
丈夫尝试建起了纸制品加工车间。由
于缺乏经验，产品销路不畅，纸制品
加工没干多久就停产了，还因此欠下
不少外债，一家人的生活难上加难。

2014年，秦淑青家被识别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扶贫干部为他们家送来
了各项帮扶政策，一家人的生活不断
改善。秦淑青和丈夫不甘戴着贫困户
的帽子“等靠要”，他们积极劳动，
努力增收，家庭收入稳步增加。2015
年年底，实现脱贫摘帽。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致富的梦想
在秦淑青的心中不断升腾。在温县科
技和工业信息化局派驻三陵村第一书

记李绞绞的鼓励下，秦淑青和丈夫申
请了10万元扶贫小额贷款，再次走上
创业路。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之前失
败的教训，根据市场行情，及时调整
生产计划。李绞绞还多方联系销路，
帮助其建立了稳定的销售渠道。2018
年，纸制品加工车间的营业额达到18
万余元，秦淑青家实现了稳定脱贫。
同时，车间还吸纳了5名贫困户以及
赋闲在家的妇女就近就业，人均年增
收近2万元。

腰包鼓了，日子越过越红火。
2019年，秦淑青家添置了小轿车，还
在县城买了新房子。更让秦淑青高兴
的是，沐浴着教育扶贫政策的暖阳，
她的大女儿已经顺利大学毕业，二女
儿上了研究生，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昔日贫困户 今朝致富能手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本报通讯员 贾黎明

11月17日早，天下着小雨，谢金才像往常一样，把
前一天晚上做好的豆腐小心装上车，拉到附近的集市去
卖。

今年50岁的谢金才，家住孟州市西虢镇义井村。他
和妻子身体不好，还养着2个孩子，家庭负担较重，2017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各项
政策应享尽享。

虽然日子过得穷，但谢金才很有上进心，一心寻找
一条致富门路。经过市场调查，他瞄上了豆腐加工的生
意。

在一次走访谈心中，西虢镇政府帮扶责任人张素芹向
谢金才讲解小额金融贷款扶贫政策时，他听得非常认真，
并且提出了计划做豆腐加工的想法。

西虢镇党委十分重视谢金才的想法，要求用好、用足
政策，尤其是小额金融贷款扶贫政策，大力扶持像他一样
的贫困群众创业致富，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尽可能多为他
们提供帮助。

为帮助谢金才达成心愿，西虢镇政府协调农商银行为
他办理了30000元扶贫小额贷款，又联系专业技师，帮他
选购了磨浆机、搅浆机等生产设备。谢金才很珍惜这个机
会，一门心思扑在做豆腐上，把生意做得有模有样，家里
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今年10月，他还参加了孟州市组
织的消费扶贫活动，结识了不少新的客户。

“党和政府为了帮我脱贫付出了很大努力，我都不知
道说什么好了。”谢金才充满感激而又信心满满地说，“镇
政府的支持，坚定了我自主创业的信心，我一定好好干。”

扶贫先扶志。近年来，西虢镇政府坚持志智双扶，引
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激起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
和决心。“我们将持续强化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大力扶
持自主创业，培育致富带头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头
雁效应’，激发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为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奠定坚实基础。”该镇主管扶贫的副镇长谢
秀霞说。

豆腐飘香 脱贫有路

新生活越来越好
——“解码”我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工作发力点

本报记者 王 颖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进入收官
阶段，收官之后我市如何接续推进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11月18日上午，在
我市“五年大学习、五年大提升”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三场发布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市
扶贫办）党组书记王国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解答。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步推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全
国四季度“三农”重点工作视频调度会精
神，明年“三农”工作要全面转向乡村振
兴，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开展扶贫工作。
扶贫工作也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解决相对贫困，从集中攻坚转向

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具体而言，我
市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
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发力点一】

脱贫“四不摘”，干部不松劲

“十四五”时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关键期，也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
期。过渡期内，我市将按照“四个不摘”

“四个不变”的工作要求，严格落实摘帽不
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
帽不摘监管，坚持开发式扶贫不变，财政扶
贫资金投入不变，兜底保障政策不变，第一
书记驻村帮扶、对口帮扶不变。

在新的政策实施前，严格按照现有政策
执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继续实施，公益岗
位扶贫政策继续保留并不断完善，“两不愁
三保障”主要政策措施不变，有序推进扶贫
工作。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导责任

制，形成五级书记一起抓、党政一把手亲自
抓的工作格局，共谱“乡村振兴交响曲”。

【发力点二】

关注重点难点，筑牢兜底保障网

持续加大对脱贫不稳定户和边缘易致贫
户“两类人群”的监测帮扶力度，对因病因
灾因疫情等原因收入骤减、支出骤增带来返
贫致贫风险的，按照政策要求及时纳入监测
对象，实施动态管理。严格落实边缘易致贫
户扶贫小额信贷贴息、技能培训、扶贫公益
岗位、参与扶贫项目等帮扶措施，做到扶上
马送一程。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兜底保障，
对失能失智重病重残等特困群体，实行集中
医养。对丧失劳动力无业可扶、无业可就的
贫困人员，统筹落实好低保、特困救助、基
本养老、扶贫助残等综合保障措施。继续实
施防贫保险，对因病因灾和意外事故导致收
入下降的防贫保险对象，及时开展理赔，有
效防止返贫和新致贫。

【发力点三】

建立完善普惠性支农惠农政策体系

蹄疾步稳谋发展，乡村振兴正当时。推
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以更大
的决心、更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加
快完善由特惠向普惠逐步转型的惠农支农政
策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从精准到共享、从
特惠到普惠的转变，从对贫困户的产业扶持
转到县域内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
展上来。通过普惠政策的实施，激发广大农
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凝聚民心、集
中民智、调动民力，汇聚推动乡村振兴的合
力，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借鉴脱贫攻
坚经验，把乡村振兴战略谋划好、实施好，
走出一条具有焦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路虽远，行则必至。把乡村振兴作为脱
贫攻坚的升级版打造好，焦作准备好了。

⬅11月18日，位于修武县七贤镇西夏庄
村的因恋玫瑰化妆品有限公司，工人在分拣菊
花。该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种植有玫瑰、
菊花、薰衣草等，目前公司为17名贫困户提
供就业岗位，月工资达1800元至2600元。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昨日，位于博爱县鸿
昌街道的河南省素洁日用品
有限公司，工人在加工澡
巾。近年来，该公司致力帮
助农村贫困家庭脱贫致富，
每年给每户贫困户租金分红
800元，并优先安排贫困户
就业，每户年均增收 1 万
元，带动了周边贫困户 57
户183人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11月7日，位于孟州市谷旦镇的焦作市
米奇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
饮料。该公司主要生产果蔬汁、蛋白饮料两大
系列产品，年生产能力达12万吨，辐射以华
北为中心的全国市场，是河南省果蔬汁饮料重
点生产企业，为 40 户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
位，并给每户贫困户每年分红1200元，增加
了贫困户收入。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昨日，在河南旭瑞食
品有限公司肉鸭屠宰线上，
工人在分割肉鸭。该公司是
武陟县三阳乡一家以畜禽饲
料研发及加工、畜禽繁育、
养殖、屠宰加工及熟食生产
于一体的企业，通过实施土
地租赁增收、鸭棚租金增
收、股份分红增收、岗位薪
酬增收的带贫到户增收模
式，带动181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增收，同时吸纳周边农
民300余人就业。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