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秦超 牛佳丽 为进一步查找不足、补齐短板，把脱贫攻

坚工作做实做细做精，本着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责任导向、严实导向的原则，4

月 15 日开始，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率领县四套班子领导先后深入册村镇、新店

镇、牛寺乡开展决战脱贫攻坚大调研大督查活动，全面吹响决战脱贫攻坚，实现全面

脱贫摘帽的冲锋号。

4 月 15、16、18 日上午，张宏伟等县领导分 20 个组通过抽签决定所到村进行集中

督查调研。每组通过听取村党支部书记和第一书记对照标准汇报当前脱贫攻坚情况

和存在的困难问题、仔细查看资料、实地查看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和入户走访，以“听、

查、看、访”的方式方法，对册村镇、新店镇、牛寺乡三个乡镇的各村脱贫攻坚工作进行

全面摸排掌握，目的就是要对全镇脱贫攻坚工作实现一次全覆盖、无缝隙、拉网式的

大检阅，就是为了互相学习借鉴，找准差距不足，发现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进而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下午在点评会上，册村镇、新店镇、牛寺乡党委书记围绕各乡镇脱贫攻坚工作情

况进行了全面汇报。20 个督查调研组组长围绕大家看到、听到、查到、访到的逐一进

行了点评。

会议分析当前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和问题，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

脱贫攻坚工作，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夯实责任，强化措施，全力推进脱贫攻坚

各项工作，为实现 2018 年全县脱贫摘帽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指出，这次大督查大

调研，是为全县脱贫攻坚组织的一次重要活动，目的就是要通过现场听、仔细查、实地

看、入户访的形式，找准存在问题、正视差距不足、督促改进工作，确保全县脱贫攻坚

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通过大督查大调研，大家在“听、查、看、访”中进一步启迪

了思想、开阔了视野、明晰了方向。下一步，产业扶持与富民增收要统筹推进，基础设

施与村容村貌要同步提升，扶贫工作与基层党建工作要深度融合，产业扶贫是精准扶

贫的核心，也要精准滴灌，因村因人因需施策，精准到村、精准到户、精准到人。要围绕

贫困户脱贫这个目标，完善驻村帮扶、金融帮扶、村企合作、龙头带动、资金整合等机

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贫困人口产业发展能力，紧盯产业狠抓落实。县脱贫攻坚领导

小组办公室要充分发挥好牵头抓总和参谋助手作用，科学研判全县脱贫攻坚工作实

施情况，及时向领导小组提出意见建议。各包村领导要亲临一线指导工作、督促跟进，

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落实。要带着责任工作与感情帮扶同向发力，苦干、实

干、巧干，形成上下一股劲、干群一条心，联手合力攻坚的生动局面，把脱贫攻坚各项

任务落细、落小、落实。

针对此次观摩“看听查评”的情况，张宏伟强调，全县上下都要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坚定信心，以问题为导向，以整改促提升，高标准高质量推

进问题整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翻身仗。以观摩册村镇、新店镇、牛寺乡为契机，对乡

镇党政干部提出几点要求及建议：一是基层组织建设要继续加强；二是产业发展确立

情况，要迅速确定落实；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村容村貌、户容户貌的修葺整

理；四是资料完善情况要继续加强；五是帮扶层面，要激发内生动力，积极引导；六是

问题反馈要重视，制定问题清单，进行第一轮大督查通报；七是作风问题要严实导向。

组织一次观摩调研，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调研过程中要细致入微，决不能走马观花，

既要全面了解当地政府产业发展的来龙去脉，还要注意从投入、产出到销售的每一个

细节。

最后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是一场不能输的战役。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到了

最后冲刺决战阶段，可以说时间紧迫，任重道远。面对严峻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

要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既不能降低标准、影响质量，也不要调

高标准、吊高胃口”要求，见贤思齐、比学赶超，聚焦问题、查找不足，分析原

因、补齐短板，马上办抓落实，撸起袖子加油干，以争分夺秒、只争朝夕、快马加

鞭、背水一战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把各项工作任务优质高效地完成好，确保如

期圆满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打赢打胜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努力在沁州大地

上绘就一幅“环境美、产业兴、生活好”的出彩画卷，以优异的成绩向全县人民交

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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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4 月 18 日下午，县委党建工作会议召

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县直相关单位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 《中共沁县县委组织部关于调整县委党建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 《关于组建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通知》

《中共沁县县委组织部关于印发 < 县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

分工和工作制度 > 的通知》 三项文件；讨论研究 《中共沁县县委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 2018 年工作要点》，要求 4 月 20 日前以书面形式反

馈到组织部。

张宏伟强调：要切实明确自身定位。增强行动自觉，加快构建

上下联动、协调有序的党建工作推进机制；要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严格纪律制度、强化内部管理，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优势，为推动全

县党建工作建言献策；切实扛起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把广大党员干

部的精力聚焦到全县脱贫摘帽的目标上来，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

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和风微荡，柳绿花红，正是春耕好时节。

这些日子，沁县新店镇小王村的杞柳种植基地里，每天

都荡漾着欢声笑语。老乡们正忙着趁新购进的杞柳枝还没有

完全萌发，尽快插到肥沃的河滩地里，这些小小的杞柳枝条

可寄托着大家脱贫致富的希望。

如同沁县的大多数村庄一样，小王村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且紧邻 208 国道，交通和农业生产条件都十分便利。然

而，小王村也和大多数村庄一样，面对农业产业结构单一、

主要劳动力外流的情况，全村 530 多口人，而在村里的常住

人口也就 200 多，目前尚且有 24 户贫困户。

到今年年底全县实现省定贫困县脱贫摘帽是近年来沁县

工作的重点，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让老百姓寻找并掌握可持

续的增收产业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高投入的设施农业小王

村搞过，但资金、技术、管理都让这些年过半百的老乡们心

有余而力不足。

“都这个岁数了，瞎种点庄稼，够开支就成了！”老乡

们的话略显颓废，但也满含着无奈，毕竟对于整天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他们来说，掌握一技之长并不容易，况且大家本身

对于风险抵御的能力就相当脆弱。低投入、见效快、风险

小，这样的产业对于老乡们来说最为适宜。杞柳能够在小王

村落地生根，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杞柳是一种多年生灌木，当年栽植便可以生长出三到四

米长的杞柳条，以后逐年增加产量。细长的杞柳条是柳编制

品的上好原材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柳编制品早已

从簸箕、箩筐等农具发展成为花篮、桌椅等家居用品，且市

场十分广阔。

去年，小王村引进智森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在村里投

资，并成立了沁县森杞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了一千亩土

地，用来进行杞柳种植，期望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能够改变

老乡们的观念，培育一项富民产业。

他们采用“公司 + 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于去年在

村里种植杞柳 800 多亩，吸收 30 多户农户为合作社成员，

直接带动 10 多名贫困人口足不出村找到来钱的路子。

58 岁的任之清家有六口人，负担比较重。去年，听说

有公司来村里投资，他第一个加入了合作社。“试一试嘛，

想要过上好日子，总得去努力，去奋斗。去年一年光在合作

社挣了一万多吧。”老任将自己家的 7 亩地以每年 550 元的

价格流转给了合作社，而自己也在杞柳种植基地打工，主要

做些除草、打芽、栽植等相对轻松的活计。“年龄大了，能

够在自家门口挣到钱，这就相当不赖了！”任之清对于目前

的状况很是满意。

试种的第一年，小王村的杞柳获得了极大成功。每亩密

植的杞柳有 25000 多株，当年就生长出了 1500 多公斤杞柳

条，按照一公斤 1.6 元的价格，每亩收入在 2400 多元，而

到了盛产期，每亩杞柳条的产量可达 2500 公斤。“主要是

当年种植当年见效，风险不是很大，管理比较粗放，所以很

适合老百姓经营。”小王村党支部书记王耀伟说。

成功的示范能够激发无限的活力。在合作社的示范带动

下，今年小王村的杞柳种植基地又扩大了近百亩的规模，村

里的老乡争先恐后地来到合作社打工，并期望自己也能加入。

老百姓的观念有了转变，事情就容易多了。合作社今年

又将闲置的新店粮站给租了下来，计划在这里进行杞柳制品

的编制。“光卖初级产品利润小，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还是

少，将地里的农产品变为高附加值的商品，真正带动一方百

姓致富，振兴一个朝阳产业才是我们的目标。”合作社负责

人曹彦军说。 冯波

杞柳丝丝富路长

县委党建工作会议召开

脱贫攻 看我沁州

本报讯 记者 李俊杰 4 月 18 日下午，省教育厅副厅长任月忠

在省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贺茂义，市教育局局长牛玉书等的陪同下，

对我县的义务教育均衡验收工作进行调研指导。县委副书记、县长张

宏伟，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参加汇报会。

3 月底，省督导评估二组对我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督

导以后，我县针对督导反馈问题列出了责任清单和整改清单，扎实有

序逐项开始进行整改。张宏伟就重点整改问题进行了汇报。他指出，解

决财政投入历史欠账的问题，已经同上级进行了沟通，市政府已经答

应帮助解决；解决配套资金的问题，通过工程建设的惯例解决；解决大

班额问题，通过新建一所小学以及办县城小学分校的办法解决。

任月忠在讲话中指出，沁县有决心有信心有办法搞好均衡验收

工作。下步的工作仍然是落实，要逐项分解任务，明确期限，明确责

任，限期落实，在通过国家的均衡验收工作中不能掉队。

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泥路纵横交错，小区内

外绿树成荫，村民怡然自乐。这就是牛寺乡西峪村的移民小

区———西峪新村。

西峪新村是牛寺乡打造的一个集中扶贫移民搬迁工

程，该村以保障性住房为主，路宽、景美，水、暖、电基础设施

齐全、公共服务功能完善，新建住房 116 套，建设面积 7000

多平米，规划总投资 1132 .96 万元。该新区配套建

设学校一所、文化活动广场一处、医疗卫生所一

所、便民超市两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两座。2017

年 10 月份完工，目前实现了基本入住。

搬得出，走出深山迎幸福

2018 元旦，52 岁的支书闫耀清家迎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老闫，我们来看看你。”牛寺乡党

委书记闫鹏云带领乡政府班子成员一行来到闫耀

清家，一进门就紧紧握住了他的手：“老哥，当

时开展搬迁，你很支持，乡政府感谢你啊。”进

门一落座，闫鹏云就将闫耀清最关心的安置社区

建设进度情况一项项详细说给他听。闫耀清一边

听一边激动地嗫嚅着嘴唇，不停地说着：“好，

好，好，以前住在山上，出门就得爬坡，下雨下

雪两脚泥。进趟城看个病，清早出门、太阳下山

也回不来。”一辈子生活在疙粱上的闫耀清说起

曾经的生活，难免阵阵心酸，“老屋又漏风又漏

雨，冬天更是冷得人睡不着。”

牛寺乡西峪村和上峪村位于沁县西北部伏牛山山脉谷

底，与沁源、平遥、武乡毗邻，两村山大沟深，通讯信号

弱，土地贫瘠，村内基础设施落后，上学就医特别困难，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恶劣，群众收入低下，思想保守固化，

属深度贫困村。

为了让西峪群众尽快摆脱现状，搬到新区过上想要的

生活，县、乡领导多次检查督促，联合各大施工单位抢晴

天、战雨天、赶进度，24 小时连续作业，2017 年初开工建

设，8 月底安置房主体相继封顶，9 月份完成分房，截至目

前，四层小区安置房已经全面竣工，社区内水、电、路、信、天

然气等配套设施也已配建完成，根据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需

求，就近修建了学校、超市、卫生院、活动广场，最大限度的

满足老百姓生产生活的需求，真正实现贫困群众一步住上新

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的目标。

稳得住 放下包袱好前行

敲开西峪新村张雪峰家的门，42 寸的大电视挂在豪华

的影视墙上，煤气灶上的热水壶正突突吹着口哨。阳台藤

椅上的小猫慵懒地晒着太阳，窗台上一盆盆鲜花沁人心脾，

屋内绿意融融，暖意浓浓。2018 年这个春节，42 岁的张雪

峰过得格外舒心，夫妻俩，70 岁的老娘和两个孩子，一套

125 平方米的安置房，就是供他们 5 口人居住的，而购房款

则全由移民搬迁专项资金提供补贴， “俺们老百姓的日子

真是越来越好了！以前真是梦都不敢梦呐！“张雪峰掩饰不住

满脸的喜悦。

“满意！非常满意！”在自家开的西峪移民新村便民超

市内，张雪峰的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新村距离我们

的地也不远，骑上摩托车十几分钟就到了。十亩地再加上

去年腊月租的这个小超市，不用出门打工， （下转二版）

东风化雨万户春
———牛寺乡西峪、上峪整村推进移民搬迁工作纪实

任月忠调研我县义务教育均衡验收工作

“听、查、看、访”找差距 稳扎稳打战脱贫
———我县对脱贫攻坚三大战区开展首轮大督查大调研

4 月 17 日—18 日，副县长李佩璋、武虹波带队，县住建局、国土局、定

昌镇政府等多部门联合，对环湖旅游路建设所涉房屋进行最后一次拆迁。本次

扫尾清零工作的完成，标志着环湖旅游路项目进入快速建设期。

项目
动态

环湖旅游路西湖段拆迁工作全部完成

《长治日报》4 月 15 日头版刊发

魏 牛佳丽方方
土

●近日，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教育厅等 12 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命名 2016—2017 年度山西省

优秀“青少年维权”的决定》，命名全省 82 个单位为 2016—2017 年度山西省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县交警大队荣列其中，

也是长治市公安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日前， 《长治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30） 调整方案》 获省政府第 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调整方案，产业布局

方面，长治市将原规划中计划整合的 13 个开发区调整为 10 个开发区，规划总面积 448.6 平方公里。10 个开发区中，除已获

批的长治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长治、壶关、襄垣、屯留等经济技术开发区外，还将设立上党开发区、沁源开发区、沁县

开发区、长子开发区、潞城开发区。

●近日，我县红康幼儿园被省人社厅、省妇联授予“山西省三八红旗集体”荣誉称号。4 月 20 日上午，县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郭爱斌，长治市妇联妇儿工办主任张晓云，县人大副主任温劲松一同为红康幼儿园授牌。

近年来，红康幼儿园秉承“用爱养育、用心教育”的办园宗旨，以人性化的自主管理，以科学先进的幼教理念，以独

具特色的教学模式，打造出一流的幼教园地，努力营造健康、智慧、快乐、和谐的特色文化，成为全市幼教领域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以优异的成绩展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