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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打赢脱贫攻坚翻身仗

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李克强讲话 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本报讯 （记者华谦）7 月 15 日上午，全
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大
楼召开。

市委书记胡荃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
周斌主持会议。省脱贫攻坚第八督查巡查
组组长、省供销合作总社副巡视员闫长法及
督查巡查组成员到会指导。市领导黄庚倜、
杨克俊、葛巧红、李建民、古松、魏建平等出
席会议。

胡荃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省脱贫攻
坚第八督查巡查组一行对我市脱贫攻坚工
作的悉心指导和精心督导表示衷心感谢。

针对下一步的工作，胡荃强调，一是思

想认识要对标看齐、持续提升。总体看，现
在大家的政治站位明显提升，问题整改比较
深入，攻坚氛围日益浓厚，干部作风明显转
变，脱贫攻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从思想
认识层面来看，仍不同程度存在自满情绪、
埋怨情绪、畏难情绪、浮躁情绪。对此，必须
保持清醒和警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一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对标中央和省委、省政府
的部署要求，坚持把抓好脱贫攻坚作为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的政治态度，作为检验“四个意识”的重要标
准，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

更加用心负责地投入工作，真正打赢脱贫攻
坚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二是问题整改要扎
实精细、全面到位。在市脱贫攻坚第四次推
进会议上，我们对省考核评估梳理的问题和
市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线索，都提
出了明确的整改时限和要求。要进一步压
实责任，紧扣“六个一”“三个零差错”和“三
个明显提高”的目标要求，围绕档卡建设、
政策落实、产业帮扶、群众满意等关键环
节，全面细致过筛子，扎实有效补短板，逐
条逐项把各类问题整改到位，确保不留空
白、不留死角。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要坚
持一天一调度，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摸

清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督促各地各
部门争分夺秒、抓紧整改。对达不到整改
要求和标准的，要严厉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责任。

闫长法对近段时间我市的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下一步的
任务提出了明确要求。希望平顶山市各级
各部门按照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
的总体部署，在前一阶段富有成效的工作基
础上，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持续推进
问题整改，不断巩固整改成效，把各项工作
做得细而又细、实而又实，为打赢全省脱贫
攻坚战作出更大贡献。

胡荃出席并讲话 周斌主持 闫长法等到会指导

全市脱贫攻坚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孙鹏飞）7 月 15 日下

午，全市金融扶贫工作会议在市委、市
政府办公大楼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
是深入贯彻全省金融扶贫工作现场会
精神，推广卢氏县经验，推动我市金融
扶贫政策落到实处，为脱贫攻坚提供强
力支撑。

市长周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黄庚倜传达了全省金融
扶贫工作现场会精神，并对我市金融扶
贫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周斌指出，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脱贫攻坚的战略思想，把金融扶贫作
为重要举措，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金融机构主动作
为，金融为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支撑。
但也要看到，我市金融扶贫工作与中
央、省的要求，与广大贫困户的需求还
有很大差距，与脱贫攻坚的任务还不相
适应。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扶
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和关
键支撑。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
金融扶贫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重大意
义和助推作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做好金
融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紧围
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加快
农村金融改革创新步伐，加大对扶贫开
发金融支持力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坚实支撑。

周斌强调，要学习卢氏经验，真正
把金融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开展金融
扶贫，政策落到实处是关键。陈润儿省
长在全省金融扶贫工作卢氏现场会上
明确提出，要在全省推广卢氏经验。我
们要结合自身实际，认真研究、深入学
习卢氏经验，切实把金融扶贫各项政策
落到实处。一要认清卢氏经验解决了
什么问题。卢氏县建立了金融服务、信
用评价、风险防控、风险分担和贴息补
偿等机制，实现了服务有平台、信用可
评估、风险可把控，很好地解决了金融
扶贫政策落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
要看到卢氏经验的作用和效果。卢氏
县通过小额信贷运行模式的创新，增加了扶贫资金投入，促进了社
会信用建设，激发了内生发展动力，带动了金融产品创新，提高了
农村文明风尚，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三要抓住卢氏经验和模式的
关键。学习借鉴卢氏县金融扶贫的经验和模式，关键要抓好金融
服务体系、信用评价体系、风险防控体系、产业支撑体系等“四大体
系”建设，充分释放金融扶贫成效。

周斌最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齐心协力做好金融扶贫这篇
文章。金融扶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多部门齐心协力，多
渠道优化资源。各级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完善
配套政策，打好“组合拳”，把工作做实做细、推向深入，以金融扶贫
的实际成效，推动全市脱贫攻坚工作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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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脱贫“雄关漫道”，也定要“砥砺前
行”——鹰城大地脱贫攻坚战场上，攻城拔
寨，号角催阵！

过去一年，我市立足实际，不断探索多
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路径，4万多农村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实现了首战告捷。

首战首胜，更要再战再胜。今年以来，
我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重大政治
任务、第一民生工程，主动作为，超前谋划，
勠力同心，攻坚克难，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一揽子”行动措施落地生根，扶贫项目“百
花齐放”，一幅幅脱贫攻坚的生动画面徐徐
展开。

立体推动 脱贫攻坚“冲锋
号”不停歇

叶县辛店镇南王庄村，近两千亩的荒
山被果树覆盖，生机勃勃。7月15日，贫困
户晋玉山家里正在盖新房。院子里堆着沙
子和石料，一旁的羊圈里全是羊。

“今年俺家就能脱贫。”晋玉山的儿子
晋书望说，2015年他从村里的资金互助社
借两万元买了二三十只羊羔搞起养殖，现在
存栏有六七十只。去冬今春他又流转六亩
地种黑李和石榴。

自去年以来，南王庄村这个耕地少荒
山多的贫困村，针对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
制定脱贫方案、落实脱贫措施，精准发力。
如今，村民不是外出打工，就是发展养殖、
种植，村里脱贫奔小康浪潮涌动。

南王庄村的嬗变，彰显了我市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成效。

目前，我市仍有13万多贫困人口。实
现这些群众如期脱贫、致富奔小康，需要
各级党委、政府下决心去啃掉这块硬骨
头，进行科学地决策和指挥，进行周密地
战略布局。

市委书记胡荃多次深入贫困地区，到
联系乡镇蹲点摸底，统筹谋划布局。市长
周斌到任后，第一时间到联系的重点乡镇
调研，了解情况，对脱贫攻坚作出安排部
署。一次次会议、一次次调研，一次次协调
部署，为全市脱贫攻坚指明了方向。

市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开展了全方
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扶贫攻坚“蹲点大调
研”，为打好全市脱贫攻坚战掌握了第一手
资料。

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与各县（市、
区）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立下军令状，统
筹推进贫困县村、非贫困县村脱贫工作，形
成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责任体系，并
建立起三级督查网络，进一步强化督查问

责，促使县乡村逐级明确各自任务、层层压
实责任，细化分解、逐级落实。

鹰城大地脱贫攻坚战场上“冲锋”的
号角催阵，全市上下以前所未有的重视程
度、工作力度和问责强度，发起脱贫“总
攻”。

靶向精准 揪出“穷根子”拓
出“好路子”

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城拔寨
的冲刺期。

今年更是我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
化之年。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结合各贫困地
区实际，瞄准突出问题，按照“六个精准”和

“五个一批”的要求，因地制宜，打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组合拳”。

——产业扶贫畅通“造血”之路。我市
坚持把产业扶贫放在脱贫攻坚的首位，在
循环农业、特色林果、农产品加工、旅游产
业等脱贫主导产业上抓提升，着力增强贫
困户的“造血”功能。

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的模
式，建立扶贫产业项目库，提供“菜单式”帮
扶，在特色产业扶贫方面打造新业态。鲁
山县打造七条扶贫产业带，建立产业基地
69个，带动 1.26万人脱贫。舞钢市鼓励龙
头企业担当社会责任，尚店镇鸿发禽业公
司与 102 户贫困户签订协议，免费发放鸡
苗，以高于市场价5%回收，实现双赢。

（下转第二版）

——我市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综述

向 贫 困 发 起“ 总 攻 ”
本报讯（记者吴学清）7月

16 日，市政府安委会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务院安
全生产委员会、省政府安全生
产委员会和市政府领导指示要
求，市政府安委会决定自目前
至10月底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旨在严格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责任和措
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实现

“三下降一杜绝”。其中，7月份
为全面部署、广泛动员、自查自
改阶段；8 月至 9 月为深入检
查、严格执法、集中整治阶段；9
月至 10 月为实地督查、统筹推
动、巩固提高阶段。

我市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全市安全生产大
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市政府安
委会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督
促检查、服务保障、情况交流等
工作。

此次大检查的范围是全市
各级、各行业领域，各类企业和
人员密集场所。在企业层面，
重点检查安全生产管理责任落
实情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建
立和执行情况、安全风险管控
情况、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急
管理情况等。在政府层面，重
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

况、严格监管执法情况、安全防
范制度措施落实情况、深入开
展专项治理情况等。

大检查实行“条块结合、上
下联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
制。各县（市、区）政府（示范
区、管委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的组织领
导，党政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负总责，切
实履行好领导责任；分管领导
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履
行好分管系统内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的领导责任。

市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的原则，组织开展本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

市政府安委会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大
检查工作责任制，有效结合我
市当前正在开展的各项安全生
产专项行动，推动大检查工作
扎实有效深入开展。要强化
问责，实行责任倒查和责任追
溯，对大检查工作中出现的监
管责任不落实或不到位等情
况，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提请
纪检监察部门依法进行执纪
问责。

落实责任 防范事故

我市集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 通讯员王世
祥）记者7月16日从鲁山县获悉，该县纪
委组织了 6 个专项督查组，进驻涉及脱
贫攻坚工作的12个职能部门，对资金管
理使用和项目建设等方面开展专项监
督检查。

该县纪委从委、局机关及巡察机构
抽调 24 名业务骨干，由县纪委副书记、
县纪委常委分别牵头任组长，成立 6 个
专项督查组，对承担扶贫资金配置监
管、项目建设监管责任的县扶贫、发改、
民政、财政、人社、住建、交通、水利、农
业、教体、林业、卫计等12个部门进行专
项监督检查。

检查采取四项推进措施。一是听取
扶贫项目申报、审批、招投标、建设进度
及资金分配、拨付、管理、使用情况汇报，
收集有关意见建议，及时发现问题线索；
二是查阅扶贫项目申报、审批、招投标有
关资料，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违规招投标、
索要回扣、收受好处费等问题；三是调阅
账目，重点检查是否存在虚增工程量、重
复虚报虚列项目、资金滞留、挥霍浪费、
截留私分、虚报冒领、挪用、贪污等问题；
四是实地查看，实地抽查相关部门2016
年以来2至3个扶贫项目，重点检查是否
存在虚增工程量、重复虚报虚列项目，是
否存在“豆腐渣”工程或烂尾工程，以及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目前，6 个专项督查组已派驻到 12
个职能部门开展工作。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该县纪
委将建立脱贫攻坚问题台账，对脱贫攻坚工作不务实不扎实、
脱贫结果不真实、发现问题不整改的单位进行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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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7月15日电 （记者李
鹏）记者从河南省发改委获悉，河南今
年将投入 4.46 亿元的省级专项资金用
于提升全省集中贫困地区的农村饮水
安全。

这些资金将主要投向建档立卡贫困
村贫困户相对集中的区域，涵盖南阳、安
阳等 16 个省辖市和邓州市、永城市、鹿

邑县 3 个省直管县（市）及卢氏县、濮阳
县、夏邑县、原阳县等 68 个贫困相对集
中的县（市）区。

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河南省
已要求各地围绕脱贫攻坚规划，积极做
好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的试点工作，做好与建档立卡贫困村
贫困户的精准对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投资配置效率，确保项目
今年及时开工建设，尽快发挥效益。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是河南
“十三五”期间启动实施的重点民生工
程。按照计划，通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
巩固提升工程，河南力争到2020年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 80%以上，水质达标率
和供水保障程度大幅提高。

今年将投入4.46亿元

我省使用专项资金提升贫困地区饮水安全

7月15日，果农张国富将收获的
黑李拉到市区冷藏。

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是省级贫

困村。2007 年以来，该村引导 235
户村民利用山坡地栽种黑李等果
树，面积 3000 余亩，并成立了两个

种植合作社。近来，果实成熟，果农
忙着采摘销售。

本报记者 李志勇 摄

黑李飘香

（详见今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