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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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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陈松
林 王耕超） 9月 6日，民权县脱贫攻坚精
准施策“九覆盖三提升”集中活动动员大会
在该县人民艺术中心隆重召开。会议主要
任务是深入贯彻落实省、市脱贫攻坚抓持
续整改、促全面提升会议精神，对该县脱贫
攻坚工作，特别是精准施策“九覆盖三提
升”工作进行全面安排，进一步加快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步伐，确保如期实现全县贫困
群众脱贫、贫困县摘帽工作目标。

据该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脱贫攻坚
精准施策“九覆盖三提升”集中活动是围
绕2018年该县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
困县摘帽的脱贫目标，通过统筹各类涉农
资金和社会帮扶资源，实现全县所有贫困
村九大工程、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
扶贫、保障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

“六改一增”工程、扶贫车间“九个全覆
盖”，达到“精准脱贫知晓度、认同度、
满意度”三大提升的目标任务。

会上宣读了关于对有关单位脱贫攻坚
工作不力的通报；宣读了《民权县脱贫攻坚
精准施策“九覆盖三提升”集中活动实施方
案》；18个县行业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向县委
递交了《精准施策责任书》；县教体局、卫计
委、金融办进行了表态发言。

县委书记姬脉常在讲话中要求，要全
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下一步工作必须做
到五个必须。一是思想认识必须再提升。
必须把各项政策落到实处，下足功夫，用
心把各项工作做好，确保精准施策“九覆
盖三提升”集中活动取得实效；二是攻坚
任务必须再明确。确保贫困村、非贫困村
同步推进、同步落实、同步小康，圆满完
成脱贫攻坚任务；三是责任落实必须再夯

实。必须转变作风，克服自满情绪，政策
宣传到位；四是工作方法必须再具体。各
行业部门要按照部门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方
案明确的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落实
工作责任，要摸清帮扶底子，建立工作台
账，抓好措施落实；五是督查问责必须再
加压。要切实发挥好督查督办的作用，按
照督查办法和方案的要求，围绕精准施策

“九覆盖三提升”集中活动的内容，全面
加强对各乡（镇、街道）、县直行业部门
帮扶措施推进工作的督查检查。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团结回顾
总结了该县 2017 年前一阶段脱贫攻坚工
作，对下一步该县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安
排，他指出，开展此次精准施策“九覆盖

三提升”集中月活动，着力解决好当前该
县脱贫攻坚工作的突出问题，关键要做到
四个到位：思想认识要到位。进一步让群
众的知晓度、满意度、认同度得到提升，
把政策切实落实到位，让群众取得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措施落实要到位。围绕“九
个覆盖”建设快速推进；扶贫资金使用
要精准到位。要强化风险意识，提升管
理水平，加大监管力度，管好用好扶贫
资金；帮扶责任要到位。尽职尽责，增
强责任意识，特别是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长必须确保“五天四夜”吃住在村，开展
工作。

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各乡（镇、街
道）党（工）委书记，乡镇长，主抓扶贫
工作的副职、扶贫办主任，县委各部委、
县直机关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县脱贫攻
坚督查督办组组长，各行政村（居委会）
党支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长等
1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脱贫再发力 群众得实惠

民权脱贫攻坚精准施策“九覆盖三提升”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杨令平）“感谢县总工会，没有

他们，我们拿不到血汗钱。”9月 6日，民权县外出农民工李小军在
法律援助律师成功助其追讨欠薪后感慨道。

据悉，近年来，民权县总工会通过建立政府、企业和工会组织
三方协商对话平台，在保障劳动者权益、提升劳动者素质、丰富劳
动者生活等方面发力，有效提升了劳动者的获得感。

为确保劳动者权益，县总工会积极参与县人大、县政府及有关
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的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执法检查活动，对检查中
发现的对职工维权实施不力的企业及时提出督改，确保职工权益
得到保障。同时，还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了农民工工资拖欠专
项治理活动，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32万元，补签劳动合同342份。

为丰富职工文化生活，该县总工会还组织开展了“中国梦·劳
动美、民权好”主题宣传活动，举办了“庆五一”职工诗词大赛，开展
了全县职工文体月活动，唱响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最强音，为推进文化强县建设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县总工会

让劳动者有更多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郭振华） 9月 3日，在民权
县花园乡旺丰农机合作社大院内，社员张孝民正在给玉米收获机
打黄油、紧皮带、上螺丝、磨切刀，经过一系列保养、调试、检
修，玉米联合收获机的轰鸣声愈发响亮。

张孝民笑着说：“县农机局技术人员又像往年一样，早早地
来帮俺给农机具进行体检，解决了三秋作业的后顾之忧。”

技术人员现场向农机手传授机具安装、调试、操作、维修保
养、常见故障排除等技术。重点对玉米联合收获机、秸秆还田
机、秸秆打捆机、播种机等重点机械检修进行技术指导。

该县农机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服务好今年“三秋”生产，县
农机局抽调技术骨干成立了 6个维修服务队，指导全县农机维修
服务工作，全县 70多个农业机械合作社，近千名农机手已经陆续
投入到对农业机械的维修保养中。截至目前，全县已经检修各类
农业机械5200多台，为“三秋”农业生产做好了充分准备。

县农机局

体检农机备“三秋”

本报讯（朱光伟 王明超） 9月6日，金秋送爽，国有民权县
代寨林场 6200亩林地里，一片碧涛林海、满目葱茏的景象。尤
其是种植的黄金梨树，全都挂满了果子，引人注目，惹人生津，
增添了几分丰收的秋韵。

“今年行情好，俺的黄金梨卖了个好价钱。这梨都成了俺林
场职工发家致富的‘金果子’啦！”在代寨林场，笔者碰到了卖
梨归来的林场职工盛世忠，他炫耀着卖梨赚来的一沓钞票，喜得
合不拢嘴。

随行的该场负责人告诉笔者:“大力发展优质林果是促进林
场发展后劲的有效举措。俺场领导班子经过认真细致考察调研，
在广泛征求干部职工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最后作出了引进秋季黄
金梨的大胆决策，并积极筹措资金100余万元，新打机井27眼，
新修林区道路 3公里，为梨树浇水、管理和果品运输提供了保
障。”

据悉，为促进林场健康稳定发展，保障职工增收致富，2013
年，该场种植优质秋季黄金梨200余亩，由场里包栽包活包技术
指导，使林场职工“零风险”收益。目前，黄金梨树生长茂盛，
果大枝壮，每亩年经济收益可达 3500元，为职工年创收入人均
8000多元。

代寨林场

黄金梨树喜挂“金果子”

8月30日上午，在河南省环保大宣传大普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表彰大会上，51岁的民权县环保局老党员丁
世毅获“河南省先进个人标兵”称号。这是他自去年9
月获得“商丘好人”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丁世毅的同事赵家勇说：“他的德行好得很，踏实
肯干劲头足。他 1990年就担任县环境监测站第一任负
责人，一干就是 27年，就像《人民的名义》里的易学
习。”

据悉，自7月20日打响蓝天保卫战以来，丁世毅无
论是伏案整理材料，还是走街串巷查污染源，都严格按
照工作要求，记资料、拍图片，汇报材料、联系座谈、
动员乡村干部做好环保宣传，他总能以最朴实的语言、
直观的画面表达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7月30日，丁世毅远在珠海工作的儿子订婚，丁世
毅匆匆去匆匆回，拒绝儿女的一再挽留，次日晚便回到
民权，与同事们加班到凌晨5时许。

由于连续多日加夜班，8月 8日凌晨，丁世毅多年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犯了，但他依然坚守在环境污染防治
攻坚战第一线，并叮嘱大家注意劳逸结合。

8月20日下午，省环保厅第十四工作组接到网友“向
前—遇见”反映，“有几辆渣土车经常往某村的土坑里倒
垃圾”。丁世毅知悉后，立刻赶往现场，协助执法人员查
证。他雷厉风行的做派，一点不输给年轻小伙子。

“老丁为人老实，工作又是多面手，许多重大工作
都离不开他。加班是常态，吃饭不准时，但他从没向组
织提出额外的要求。他就是环保局的‘宝’！”谈起丁世
毅，该县环保局纪检干部张玉洲由衷地对记者说。

“商丘好人”丁世毅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张 题

本报讯（张增峰
朱光伟）一条即将完
工的柏油路笔直地伸
向远方，道路两旁绿
树成荫，红墙绿瓦村
居相衬，池塘水清景
秀，这个美丽的小村

就是民权县王庄寨镇韩大寺村。曾经，小村道路坑坑洼
洼，“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房屋破旧不堪，垃圾
随处可见，房前屋后长满野草……“现在可好了，俺村
环境越来越好，道路硬化加宽了，你看，能并排过去3
辆汽车！”9月 5日，指着即将完工的乡村道路，村民王冬
梅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以来，该村把脱贫攻坚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按照“群众自愿、村民自治、由易到难、重点突破、点面结
合、分步推进”的原则，参照徽派建筑风格，实施“绿化、硬
化、亮化”工程，改善村容村貌。目前，在镇、村两级的努
力争取下，已多方筹集资金260余万元，扩建硬化村内道
路3.2公里，新安装路灯60余盏。

该村党支部书记韩长军介绍，韩大寺村美丽乡村建
设项目于今年 8月初启动，涉及道路建设、绿化亮化、下
水道铺设等多个项目。施工队严把质量关，倒排工期，加
班加点，争取早日完工。“建设好美丽乡村，打造村民宜居
环境”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再是一句口号。

“村里对涉及的村道硬化、村庄绿化、立面整治、拆违
等工作及早动手，积极配合。项目一开工，全村干部群众
个个都铆足了劲。”提起美丽乡村建设，县卫计委驻该村
第一书记胡长春劲头十足。

“像韩大寺村一样，我们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突出
‘又好又快’，突出生态元素、人文特色与项目建设的结
合，突出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与生产发展的结合，力争
让乡村环境优美，让群众心里亮堂，心情舒畅。”该镇
负责人如是说。

韩大寺村：

让乡村更靓生活更美

9月 6日，民权县双塔镇常东村
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庞振歌早早起
床，和往常一样，先是费力地给“植
物人”丈夫翻身体，再给他换洗尿
布、烧水洗漱、整理床铺，随后开始
做饭、做家务。

这样的“规定动作”，庞振歌已日
复一日地重复了3年。

30多年前，青春靓丽的庞振歌和
身为青年乡村教师的黄好彬结为夫
妻，婚后二人相敬如宾，家庭和睦幸
福。后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看着孩
子们一天天长大，夫妻俩对这美好的
生活感到无比满足，邻居们都羡慕他
们幸福的一家四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2014年的一天，正在讲课的黄好彬因
罹患脑积水昏倒在讲台上，意识全
无。从那时起，他们一家平静祥和的
生活就被彻底打碎了。庞振歌带着丈
夫四处求医，跑遍了北京和郑州的各
大医院。然而，2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
让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债台高筑。但

庞振歌望着躺在床上的丈夫，没有放
弃、没有绝望，她擦干眼泪，挺起脊
梁，要为丈夫和一双儿女撑起“爱心
之伞”。

就这样，生活重担全部压在了她
瘦弱的双肩上，除了每天给丈夫喂饭、
换衣、翻身外，她还坚持给丈夫做理疗
按摩，再苦再累都没有一句怨言。

正因为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那份
爱，庞振歌已无怨无悔地照顾了丈夫
3年多。她唯一的信念，就是好好照
顾丈夫，希望他能康复。她每天要在
家里和田地往返十几趟，寒风凛冽的
冬季，她一天要给丈夫替换尿布十几
次；炎热的夏天，她怕丈夫生褥疮，每
隔两三个小时就帮他翻一下身，每天
给他擦身两三次……

人间有大爱，真心筑真情。庞振
歌也许不知道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
叫患难与共，但她用平凡的真情，谱写
了一曲不离不弃、患难与共、相伴一生
的感人篇章。是“不抛弃、不放弃、不
离弃”的信念让她坚持到了现在。她

对丈夫的爱也激励着儿女穷且益坚、
发愤图强。如今，庞振歌的女儿黄卫
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
硕士研究生，黄卫红牢记母亲的谆谆
教诲，在学校里刻苦学习，成绩优
异，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和助学
金；儿子黄博文为了给母亲减轻负
担，去了苏州一家公司，打工挣钱以
补贴家用。

“哪怕经历再多艰难，我也要把这
个家照顾好，把孩子培养成才，回报大
家的关怀。”前不久，民权县一个爱心
公益组织前来看望庞振歌一家，并给
她送来了爱心捐款，面对县电视台的
采访镜头，她真诚地说道。

为着新婚时的一句承诺，顶着
常人难以想象的内心痛苦和生活压
力，庞振歌一直贴心照顾、真心守
护着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的丈
夫，用痴心的坚守践行着一位妻子
的执着，在平凡的岁月里，她用

“好媳妇”的担当与爱心谱写了不平
凡的人生故事。

平凡生命里的爱心坚守
——民权“好媳妇”庞振歌悉心照顾重病丈夫坚强面对人生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张增峰 韩 建

◀9月3日，民权县审计局驻村第一
书记为贫困户宋四海家送去了 3000 元

“金秋助学金”。据悉，该局不断扩大助学
覆盖面，资助对象由大学应届生延伸至往
届生，资助标准和参与度不断提高，同时
为受助学生寒暑假期间提供就业、实习机
会，帮助受助学生融入社会，受到了贫困
户的一致好评。 刘 冲 摄

▶9月5日，民权县龙塘镇邢庄村石磨
坊老板张克升 （右） 手捧刚磨出的富硒面
喜得合不拢嘴。据悉，近日，张克升的

“石磨面计划”与曾经被农业部授予科技奖
章的该镇农技站原站长白本正研究多年的
富硒麦强强联合，把富硒面粉推荐给消费
者，让食用富硒面的群众更加健康长寿。

吴兴福 摄

◀9月6日，民权县水务公司驻老颜集乡
罗庄村第一书记秦文强（右）在察看大棚吊瓜
生长情况。据悉，秦文强驻村后，发挥该村有
种植蔬菜经验的优势，帮助群众引进大棚吊
瓜种植，从而助推群众脱贫致富。张 题 摄

9月6日，民权县王庄寨镇韩大寺村村医冯志华到68岁的脱
贫人员王新聚家中为他检查身体。据悉，为防止因病致贫返贫，
该县卫计委为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了健康检查一体机，由村医定期
为群众开展健康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治疗。孙 琰 摄

9 月 5 日，民权县在东区民生广场举行第二个“中华慈善
日”宣传活动。据悉，活动当日悬挂宣传条幅16条，发放宣传
单5000多份，现场为群众讲解慈善政策2000余人次，大力弘扬
了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激发了社会各界踊
跃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柳皓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