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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我县上下正加班加点袁全力冲刺年度脱贫摘

帽目标袁在这关键的节骨眼上袁11 月 18 日袁我县召开决

胜脱贫摘帽迎考冲刺大会袁 全面吹响了全县冲刺脱贫

摘帽的冲锋号袁正式向脱贫摘帽发起了总攻遥
作为今年全省 26 个计划退出县之一袁 全市 2 个退

出县之一袁 到 2018 年底前实现脱贫摘帽袁 是我县向市

委尧市政府立下的军令状袁也是县委尧县政府向全县 18
万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遥 国检大考在即袁野最后一公里冶
怎么走袁野临门一脚冶怎么踢钥

越到关键时期袁越要扭住目标不放松遥 要把握好任

务和时间的关系袁抢抓时间袁对标任务袁倒排工期袁逐条

逐项有针对性地补缺补差袁 确保各项工作达到高质量

摘帽要求遥 要把握好整体与个体的关系袁既要确保贫困

户实现野两不愁尧三保障冶袁也要推动所有村庄尧所有乡

镇整体面貌全面提升遥 要把握好贫困与非贫困的关系袁
既要关注贫困村尧贫困户袁也要兼顾非贫困村尧非贫困

户袁不断加大扶贫政策和成效的宣传力度袁全面提升满

意度和认可度遥 要把握好干部与群众的关系袁 充分依

靠尧发动群众参与支持脱贫攻坚工作遥
越到关键时期袁越要扛起责任勇担当遥 全面压实工

作责任袁层层立下野军令状冶尧人人签订责任书袁切实把

作战责任喊响叫明袁做到不留空白尧不落一人遥 驻村工

作队尧第一书记要充分发挥战斗尖兵作用袁深入一线作

战袁发动群众参战袁全力做好最后冲刺袁确保一举脱贫

野摘帽冶遥
越到关键时期袁越要严明纪律遥 全县各级干部要坚

持把纪律挺在前面袁大力发扬钉钉子精神袁要严守政治

规矩袁强化政治意识尧大局意识和联合制胜意识袁坚决

服从县委统一领导袁坚决服务脱贫摘帽全局袁确保各级

指令畅通尧指挥快捷高效袁确保工作推进扎实有效袁脱

贫成果经得起检验尧摘帽效果群众认可遥
野行百里者半九十袁越到紧要关头袁越要坚定必胜

的信念袁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遥 冶当前我县

已进入脱贫摘帽的倒计时袁 全县上下一定要把思想迅

速统一的到县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袁 充分认识脱贫摘帽

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袁全面坚定必胜信心和决心袁始终牢

记职责使命袁勇担历史重任袁全线集结袁奋勇冲锋袁全力

投身我县脱贫摘帽伟大实践袁奋力

交出不负组织 尧不负人民 尧不 负时

代的优秀答卷遥
井 娇

月下“抓鸡队”：肉鸡产业引领农户脱贫增收

本报讯 记者 宋苗 11 月 19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就脱贫

攻坚工作，深入新店镇进行督导检查，副县长武虹波陪同。

卢展明先后深入古城村、邓庄村、贾家沟、待贤村四个

村，查看了村级活动场所和卫生所，通过听取汇报、座谈交

流、查阅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资料完善情况、支村两委干部

了解政策情况、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并现场协调解决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同时深入农户进行走访，详细询问了其致

贫原因、收入来源、帮扶措施及移民搬迁等情况。

就下一步脱贫攻坚工作，卢展明指出，相关部门和乡

镇、驻村工作队，要继续加大入户走访力度，向群众讲明脱贫

政策，全面掌握群众具体情况，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提

高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资料汇总，要夯

实脱贫基础，稳定群众收入，巩固脱贫成果，确保我县脱贫攻

坚工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我县向脱贫摘帽发起总攻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1 月 18 日，我县召

开“全县决胜脱贫摘帽迎考冲刺大会”，号召

全县上下以决胜脱贫摘帽压倒一切的政治自

觉和历史担当，举全县之力打赢脱贫摘帽决

胜仗，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大考！县委书记卢展

明作讲话，县长张宏伟主持会议。县处级领

导，各乡镇党政班子成员，县直各单位主要负

责人，各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各村

党支部书记，以及受表彰的脱贫光荣户、致富

光荣户代表，共计 1000 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郭爱斌

对全县决胜脱贫摘帽迎考冲刺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郗淑芳宣读了县

委、政府关于表彰第二批“脱贫光荣户”和“致

富光荣户”的决定，并组织授牌。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李炜对当前脱贫攻坚工作

纪律进行强调部署。县直部门、脱贫攻坚驻

村帮扶单位、乡镇、第一书记以及村级干部

代表分别作表态发言。

卢展明讲话指出，一要提高站位，深

化认识，切实凝聚决战全胜的斗志和信心。

要深刻认识当前做好脱贫攻坚工作的极端

重要性，深刻认识当前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的现实紧迫性，深刻认识当前做好脱贫攻

坚工作的艰巨性，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

准，把贫困退出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二要

敬终如始，苦干实干，坚决扛起决战全胜的

责任和担当。全县上下必须扑下身子、凝神

聚力，排除万难、一战到底，要守住底线，不

越红线，力争高线。全力以赴实现贫困县退

出 14 项指标、贫困村退出 14 项指标、贫困

户退出 6 项指标全部达标，确保顺利通过

考核验收。要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

贫”，切实做到扶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

实、脱贫结果真实。各乡镇、各村、各相关职

能部门都要对标达标，努力超标，既要保质

保量完成，还要争先创优，为全县排位靠前

做出应尽的贡献。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要切

实扛起第一责任，全部沉到一线，各级各部门

分管领导要切实扛起份内之责，深入一线督

导问题整改，确保各乡镇问题 11 月 30 日前全

部整改到位。各第一书记和帮扶工作队要切

实扛起帮扶之责，确保做到影响认可度的症

结在哪里，驻村帮扶工作就要解决到哪里。三

要强化举措，从细从严，全力确保决战全胜的

质量和成色。要强化问题整改。各乡镇各部

门要对省委督导、市委督查、县级督查、自

查自纠的问题全部归类梳理、举一反三，见

耻而勇，抓好整改。要强化督战督查。三大

战区总指挥要发挥统领作用，及时听取包

乡镇领导工作汇报，及时协调解决具体问

题。县脱贫攻坚督查组要充分发挥“利剑”

作用，每天不间断地开展督查。要强化问效

问责。要严格执行“六条措施”兑现、严格奖

优罚劣。县纪委监委、组织部门要对问题整

改、干部队伍、基层党组织建设、帮扶工作

等方面加强督查检查、监督问责。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坚决打赢脱贫

摘帽攻坚战。张宏伟强调，要横下一条心，

全员出战抓总攻。县、乡、村三级干部和第

一书记、驻村帮扶工作队，作为脱贫攻坚主

力军，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军令状”

意识，切实扛起攻坚责任，全身心投入到脱

贫攻坚大决战中；要拧成一股劲，查缺补漏

抓退出。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咬定总攻目标，

守住摘帽底线，在巩固现有基础上，切实抓

紧做好十个方面 20 项具体工作，以最快的

速度补齐短板、整改完善，确保贫困退出工

作顺利完成；要全县一盘棋，奋力冲刺抓落

实。各级帮扶领导干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

责，协调联动，协同作战，举全力做好迎接大

考各项工作，确保我县脱贫摘帽如期实现！

培训会特邀请山西农业大学教授作了

专题辅导报告。

写在脱贫摘帽之际：

蓄积“洪荒之力”向脱贫摘帽发起总攻

卢展明深入新店镇督查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1 月 21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深入松

村乡南王村、河泉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指出，脱贫攻坚

到了最后冲刺阶段，各乡镇、村要全力查漏补缺、对标补短，

项目扫尾、问题清零，梳理工作、整理资料，努力实现整县脱

贫摘帽，让人民群众满意。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田耀德一同

调研。

在南王村，卢展明实地查看了村级卫生所建设和服务，分

类查阅了脱贫攻坚台账资料，指出，资料是脱贫攻坚工作过程

的真实记录，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成果，规范脱贫攻坚档

案资料整理，要严格按照省市县要求，切实做好档案资料收

集，确保档案资料应收尽收、齐全完整。县档案局要尽快拿出

档案资料规范整理的流程和工作范本，在全县塑造典型，树

立标杆，指导帮助全县按时完成档案资料整理任务，真正为

全县脱贫攻坚档案资料整理工作起到引领、示范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档案工作在推进脱贫攻坚中的积极作用。

在河泉村，卢展明认真查看脱贫攻坚台账资料后，对照

退出指标，逐项询问脱贫成效。他说，扶贫干部只有弄清每家

每户的底数，弄通各项政策，做到“如数家珍”，成为“行家里

手”，才能真正地做细做实脱贫工作。现在，到了脱贫攻坚的

冲刺阶段，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站位，以坚决的政治态度抓

实脱贫摘帽的各项工作。

卢展明在松村乡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 记者 魏 抓鸡也有专业队？这事听起来有

点蹊跷，但在沁县，确实存在这样一支专业的“抓鸡队”。他

们的职业就是替各个鸡场抓鸡装笼，最多时每天抓鸡三万

余只。据这支“抓鸡队”的领头人王会宾估算，队伍成立半年

来，经他们手的鸡已有 500 万只之多。

近年来，我县立足县情实际，将肉鸡养殖作为脱贫致富

产业积极推进，在全产业链肉鸡生产加工龙头企业———潞

宝金和生食品有限公司的带动下，全县肉鸡养殖得到迅猛

发展，目前有大大小小的鸡场百余个，年出栏 4000 万余只。

鸡长大成熟了就得运出去卖，但是这抓鸡装笼就成了一个

大问题，手法轻了重了都不行，鸡受伤的情况时有发生。而

且本地没有专业的抓鸡队伍，所以只能从晋中、太谷等地寻

找专业人士来，困难多，风险大。

郭村镇仁胜村的养鸡大户王会宾从事养鸡业 6 年，对

如何抓鸡颇有心得。邻里乡亲的养鸡专业户谁家如果需要

抓鸡了，都会让王会宾找人来帮忙。逐渐地，王会宾就寻思，

在我们当地成立一个专业的抓鸡队伍，既能给养殖户们提

供服务，又省了去外地邀请专业队伍的风险和麻烦，还能解

决我们本地的剩余劳动力，何乐而不为？说干就干，2018 年

7 月份，王会宾通过多方努力，组织了南里、松村和开村等

地 80 余人成立了沁县首支专业“抓鸡队”。

抓鸡队成立初期，村民们不是很能接受。很多朋友觉

得，我找你王会宾抓鸡，辛苦一晚上，你能不能按时给我

们结算工资？这是不是一项长久的事情？比起外出打工一

个月挣 4、5000，这个工作靠谱不？一时间，非议声四起。

但王会宾并未放弃，通过耐心解释和悉心引导，村民逐渐

理解和接受了他。“老百姓有后顾之忧是可以理解的，我

们采取每日一结算的办法，每个工人平均每天可以领到

200 块钱，我们就是自己先垫上钱也不能让老百姓心里打

鼓。”王会宾说。

抓鸡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王会宾告诉记者，一

天中这个时段抓鸡最合适：凌晨 1 时到早上 8 时。为什么要

分时段？王会宾解释，很多鸡白天跑得特别快，很难抓到，到

了晚上才容易下手。而且这个时间段把鸡抓到

车上运送到屠宰场，正好赶上人家开工，一点

也不耽误。

早晨 7 点半，记者在定昌镇林胜养鸡场内

见到了王会宾和他的队员们一起抓鸡的场面。只听一声令

下，抓鸡队的十一名队员缓步走进鸡棚，在微弱的灯光下有

序地把鸡分开，蹲下身伸手一把抓住鸡的爪子，倒拎起来，

再装笼，随后过磅装车，尽管鸡棚内的鸡到处飞奔，却丝毫

不影响抓鸡的速度，整个过程也不显得忙乱。

从刚成立时的 10 个人，到现在的 80 人，近半年的时间

里，王会宾的专业抓鸡队正一步步壮大，每天经他们手的鸡

少则一万只，多则三万只。王会宾告诉记者，现在每天每名

队员大约要抓 1200 只左右，按照抓一只鸡 1 毛 5 分钱算，每

个人平均每天晚上可以挣到 180———200 元左右，一个月下

来收入也有 5、6000 元，不比外出打工少。”

松村乡青修村贫困户毛攀刚是抓鸡队成立以来的第一

批元老，刚来的时候，他一头雾水，严重欠缺的是熟练技术。

在王会宾的帮助和带领下，毛攀刚埋头钻研如何才能将抓

鸡这个“粗活”做得既快又好。经过好几天的琢磨，他总结出

了一套抓鸡要诀：看准要抓实，抓肉不抓骨，轻拎加快走，顺

势再撒手。很快，毛攀刚的抓鸡技术就炉火纯青了，每个月

5000 元的工资也让他成为了他们村的“脱贫光荣户”。

王会宾还告诉记者，目前来说，抓鸡队伍的后续服务

工作免疫、消毒和清洗鸡舍，这一条龙的服务正在逐步完

善，成立技术出众的抓鸡队伍，不仅解决了本地养鸡户的后

顾之忧，还可以辐射和带动周边县区养鸡业的发展。

本报讯 11 月 23 日上午，漳源镇首届消费扶贫推介会

在漳河源头举行，县领导张宏伟、刘光清、冯华、张东文、李

炜、郝玉清、魏瑛、窦晓峰参加活动。

活动设有包村单位包销、旅游带动促销、基地认领定

销、龙头企业代销和电子商务营销等内容，用消费的方式拉

动产业发展，让城市消费人群分享到优质、无公害的农特产

品，传递帮扶力量，帮助贫困群众寻找销路，促进农民增收。

活动中，漳源镇 28 个行政村设立了土特产展示点，小米、土

鸡蛋、蜂蜜、双孢菇、黄豆、黑豆、羊肉、鸡、南瓜等农副产品纷

纷亮相，各帮扶单位成员纷纷参与到消费帮扶的活动中，开

展了农副产品的认购行动。

张宏伟等县领导在消费扶贫条幅上签名后，带头认购

农副产品，倡议广大帮扶干部积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积极

选择购买贫困户的产品，传播消费扶贫理念，实实在在为脱

贫摘帽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张宏伟强调，此次活动的举办，就

是要大力推进消费扶贫，搭建贫困群众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桥

梁，打破传统扶贫的单方模式，拓宽贫困群众的增收渠道，采

取“以购代捐”的方式，引导广大城乡居民优先购买贫困村、

贫困户的农产品，通过日常消费，在无需增加成本的前提下，

来帮助贫困户脱贫增收。 刘鹏

漳源镇举办首届消费扶贫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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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书记卢展明讲话 县长张宏伟主持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