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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脱单娶媳妇 乡书记证婚送祝福
杨安乡移民搬迁让贫困家庭开出“幸福花”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11 月 27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副

县长武虹波深入松村乡调研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重点检查了

园区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情况及成效。

卢展明强调，深入推进环境卫生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内容，各有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狠抓落实，扎

实做好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等环保治理各项工作。要

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对发现的问题重拳治理，对履职不尽责、

处置不到位的要严肃追责，坚决把污染排放压下来、把能耗

降下来。部门一把手要亲自参与督导检查，一户不漏、一企不

落，做到无缝隙、全覆盖，责任到人，合力攻坚，确保整治取得

成效，切实改善人居环境。

自脱贫攻坚战役打响以来袁我县立足实际袁以真抓实干

的精神尧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袁带领全县人民戮力同心袁奋力

攻坚克难袁涌现出了一批自强不息尧敢于创业尧勤劳致富的脱

贫致富典型遥 在 11 月 18 日我县召开的决胜脱贫摘帽迎考冲

刺大会上袁县委尧政府再次表彰了一批野脱贫光荣户冶和野致富

光荣户冶遥 这是我县第二次对野脱贫光荣户冶和野致富光荣户冶
予以隆重表彰遥

县委书记卢展明在会上表示袁 希望受到表彰的贫困户

要珍惜荣誉袁再接再砺袁做好表率袁在小康路上提速加档遥 还

未脱贫的贫困户要以他们为榜样袁自力更生尧主动脱贫遥
贫穷不可怕袁可怕的是 野贫而不为 尧贫而无志 尧贫而 堕

落尧贫不思变冶遥 作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要发扬野等不是办法袁干

才有希望冶的自强精神袁要树立野自强心和感恩心冶袁杜绝野依

赖心和攀比心冶遥 要结合自身实际自力更生尧努力奋斗袁通过

国家政策的帮扶袁靠自己努力脱贫遥 野天上不会掉馅饼尧撸起

袖子加油干冶袁如果还抱着野墙根底下晒太阳袁等着政府送小

康冶的消极思想袁只等政府帮扶袁不想自我发展袁那么即使暂

时脱了贫袁在将来的日子里可能还会返贫袁没有真正拔掉野穷

根冶遥脱贫攻坚袁就是野政府鼓把劲尧干部搭把手尧乡亲拉把力尧
自身争口气冶遥 当前袁国家脱贫攻坚政策相继出台袁目的就是

鼓励每一位贫困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袁结合自身情况袁积极外

出务工尧发展种养产业尧学技术尧参加合作社或跟着能人干等

方式实现增收脱贫遥 县委尧政府提倡积极肯干尧勤劳致富袁反

对懒惰好闲尧无为致贫遥 广大贫困群众要消除野不以贫为耻袁
反以贫为荣冶的落后思想袁向先进学习袁积极行动袁主动作为袁
自我发展袁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遥

我们相信袁在县委尧政府的领导下袁在帮扶干部的帮助

下袁只要贫困群众积极配合袁主动投

身脱贫一线袁我们定能打一场漂亮的

脱贫摘帽翻身仗遥 井 娇

靠不是办法 干才有希望

写在脱贫摘帽之际：

本报讯 11 月 26 日、27 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宏伟，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郗淑芳带队赴山西能源产业集团、山

西煤层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就生物质制气、县城天然气

管网及煤改气项目等有关事宜进行了对接。

经过交流洽谈，山西能源产业集团总经理王振彪表示，

沁县发展生物天然气项目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将尽快安排技

术人员，再次到沁实地考察，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山西煤层

气(天然气)集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刘联涛表示，将统筹兼顾，合理

安排，妥善解决气价的问题，确保以气代煤项目顺利推进。双方

还就县城管道气管网建设等合作事宜进行了洽谈。

期间，我县还与参加全省民营经济大会的有关企业代

表就沁州黄耕读小镇项目建设相关事宜进行了磋商。

张宏伟在并招商引资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11 月 28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深

入定昌镇杨沟村现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卢展明听取了乡、村两级干部脱贫工作情况汇报，详细

询问关于村脱贫攻坚中开展“一户一档”动态管理、产业发

展、危房改造等情况，并实地察看资料，入户走访，就发现的

问题一一现场交办。卢展明指出，要进一步把扶贫脱贫各项工

作做实、做细、做准确，乡、村两级干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不

折不扣地落实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把握好扶

贫标准，精准施策，精准推进，用好用足扶贫政策，真正为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

卢展明在杨沟村调研脱贫工作

卢展明调研松村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宋苗 王思洲 11 月 24 日、25 日，县委书

记卢展明深入段柳乡移民搬迁点、牛寺乡王泉村移民新村，

南里乡西林村和东庄村、册村镇上官村和册村，就贫困户移

民搬迁进展情况和群众入住认可度进行调研走访。

卢展明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攻坚克难，不断化解移

民搬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确保搬迁工作有序推进；要加强

与群众的协调对接，全力推进群众尽快装修入住；要进一步

加快工作进度，算好时间账、打好提前量，确保按要求完成移

民搬迁任务；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落实好就业培训，细化

脱贫措施，确保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

卢展明调研移民搬迁和群众满意度

本报讯 记者 井娇 秦超 11 月 27 日、28 日，次村乡、段

柳乡分别举办优质农副产品直销会，通过现场销售和电商、

微商等渠道同步开展“消费扶贫”。卢展明、张宏伟、郭爱斌、

郭建宇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出席了直销会现场，并自掏腰包认

购贫困户的展销产品。

我县充分发挥“消费扶贫”的精准定位，为贫困群众架

设起消费扶贫供需对接的桥梁，汇聚全社会爱心，调动全社

会力量，帮助广大贫困群众增产增收，早日脱贫致富。

在活动现场，部分帮扶单位还与所包村签订帮销合同，

以购代捐助力脱贫攻坚。

我县开展消费扶贫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1 月 28 日，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郭爱斌带队赴中阳县学习借鉴中阳县脱贫攻坚工作先进

理念、经验和做法。中阳县县委副书记孙燕飞陪同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在中阳县脱贫攻坚指挥部、车鸣峪乡

刘家坪村等地就贫困退出档案资料、三基建设、驻村帮扶工

作等方面进行实地观摩学习。

郭爱斌指出，中阳县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取得的实绩有

目共睹，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沁县脱贫摘帽有非常重要的

指导意义。要以此次观摩学习为契机，以中阳的脱贫攻坚工

作为示范，结合沁县实际情况，创新方式方法，采取有效措

施，全面提升脱贫攻坚质量，确保今年如期顺利实现脱贫摘

帽目标。

郭爱斌带队赴中阳县学习取经

本报讯 记者 郭学红 11 月 29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主持召

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三十讲、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省委骆惠

宁书记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和省委省政府 《关

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研究讨论了 《关于坚决打赢

全县脱贫攻坚三年行动的实施方案》，听取了环保工作有关情况

汇报。

卢展明指出，全县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全面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把抓好党

支部作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管党治党的基本任务、检

验党建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重视党支部，善抓党支部，采取有力

措施，推动《条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卢展明指出，省委骆惠宁书记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大会上的

讲话精神和“30 条”，是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重要讲话精神的山西

化、具体化。大家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骆书记

讲话、“30 条”紧密结合起来，切实增强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责任

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

对民营经济的指导、协调和服务，切实解决民营企业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卢展明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市有关部署要求，明确目标、细

化举措，大力实施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大力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切

实改善农村环境形象、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着力抓好社会综合治理

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文明素质、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真正把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各项举措落实得更加扎实有

效，为全面建成小康、推进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卢展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不折不扣落实中央环保督察组各项要求，全力以赴抓

好环保督察“回头看”交办问题整改落实，确保中央生态文明建设的

各项决策部署在沁县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县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

本报讯 记者 宋苗 11 月 29 日，我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光清，副主任王建

宏、张树堂、郝玉清、温劲松出席会议。副县长武虹波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情况报告》、《全县“七五”普法规划实施情况的报告》、《2018

年 1-10 月份预算收支执行及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经过分

组审议，审查和批准了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1-10 月份预算收支

执行及预算调整情况的报告。

我县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

蔬菜产业鼓起农民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秦超 11 月 29 日，县委书记卢展明深入我县

重点民营企业现场办公，帮助企业解决经营发展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田耀德，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统

战部长张东文，副县长魏瑛一同调研。

在潞宝金和生食品有限公司、晋汾高粱开发有限公司、海

州有机农业循环产业园，卢展明详细了解了各企业生产经营情

况，与各民营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困难，倾听企业关

于解决土地手续办理、融资难，以及加大生产要素保障、加强人

才引进、提高政务服务效率等方面的意见建议，鼓励企业坚定

信心、抢抓机遇，聚精会神办企业、遵纪守法搞经营，不断拓展

视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打造一流企业。

卢展明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

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上来，把发展民营经济摆上更加重

要的战略位置，坚定不移为民营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奋力开创

全县民营经济发展新局面。

11 月 30 日袁我

县 纪 念 改 革 开 放 四

十 周 年 图 片 展 在 沁

州影院门前举办遥 卢

展明 尧郭 爱 斌 尧刘 光

清尧郭建宇等县四套

班 子 领 导 参 观 了 图

片展遥
本次图片展由

县委宣传部主办袁县

新闻中心尧县摄影家

协会承办遥 本次图片

展 袁 回 顾 总 结 沁 县

40 年来 所 取得 的 巨

大成就袁全面展示沁

州 大 地 波 澜 壮 阔 的

发 展 历 程 和 深 刻 变

化袁集中展现沁州儿

女 在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中的新气象新作为遥
此 次 展 览 分 为 城 乡

变迁尧 决战脱贫尧生

态建设尧 企业发展尧
民生事业五大板块遥

秦超 佳丽报道

卢展明深入重点民营企业现场办公

本报讯 记者 王艳 冬日暖阳高照，进入冬季的沁县进

入休整期，老百姓闲暇之余下象棋、打麻将已成为过冬日常。

但是在故县镇的余凹村，可是一派繁忙景象。村民杜高伟和

媳妇正在大棚里摘西葫芦。

“下午超市的车就来拉菜了，得赶紧给人家摘好。”

“西葫芦现在多少钱一斤？”

“一块一斤。”

“再过段时间还会涨，最贵的时候一斤能卖到 3 块钱左右。”

采访中得知杜高伟原来是贫困户，在 2017 年已

经退出贫困户行列。2016 年春天余凹村党支部书记

安明成立了沁和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本村 15 个贫

困户通过“合作社 + 农户”的模式，发展产业脱贫致

富。安明告诉记者说，对于农民来说，如何在土地上增

收才是根本出路。杜高伟和媳妇原先在邻村租了两年

蔬菜大棚，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得知本村正在筹建

大棚时，给自己争取了两个大棚，从 2016 年冬天到现

在两年时间净收入达到 10 万元，不但早早退出了贫

困户行列，还解决了两个儿子的学费问题。

跟故县镇余凹村脱贫致富的产业模式一样，南

里乡唐村贫困户也因种植设施蔬菜脱了贫。贫困户温

会军还在县城买了门面房，村里有基地，城里有市场，

自种自卖，收益可观。

故县镇、南里乡是我县种植设施蔬菜的一个缩

影，设施蔬菜产业已成为我县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

重要路径。

近年来，我县本着“抓蔬菜就是抓经济；抓蔬菜就是抓

产业结构调整；抓蔬菜就是抓富民工程”的宗旨，大力发展蔬

菜产业。通过几年的努力，我县蔬菜产业化初具规模，正在向

品牌化发展。为此，我县在设施蔬菜建设方面—手抓特色产

业，—手抓市场品牌，以保障我县蔬菜建设稳步发展。

为了推进蔬菜标准化建设和普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

识。我县加大宣传力度。一是传授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二

是设立宣传栏，宣传绿色、有机、无公害生产技术。起到示范

带头作用，标准化生产模式。同时，引导专业合作组织及业主

大户开展“三品一标”认证。为此，大力发展省级园区，积极鼓

励有基础的专业合作组织及产业大户开展“三品一标”认证

的经营管理，做为组织者、推动者。三是强化技术培训，发展

设施蔬菜关键还是技术支撑，2018 年培训双孢菇 1000 人次，

蔬菜培训人次 2000 人次，力争做到乡有技术员，村有新能

手，户有明白人。

2018 年，县委、县政府及早出台贫困户的补贴政策，让

贫困户利用扶贫产业发展资金，鼓励贫困户成立合作社、农

场等。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和利用扶贫资金相结合的办法，在

漳源、牛寺、杨安、南泉等 8 个乡镇 16 个村发展双孢菇 50000

多平方米，在故县、南里、册村、新店、段柳、郭村发展设施蔬

菜 250 亩，露天蔬菜 3000 亩，以设施蔬菜壮大产业，培养领

头人，带动贫困户 1800 多户 4500 余人。

截至目前，我县现已建成设施蔬菜基地 12000 余亩，其

中日光温室种植 1000 多座，占地 4000 余亩；日光温室闲置

120 多座，占地 450 余亩；春秋棚 220 多座，占地 340 余亩，双

孢菇 50000 多平方，设施产业涉及全县的 11 个乡镇 60 个村,

其中双孢菇涉及 8 个乡镇 16 各村。全县还建成了沁农丰、乐

农、沁泰等 6 家近 50000 平米的连栋育苗温室和葆源、海州、

乐农等 11 家公司 50000 立方米的恒温保鲜库。

“妈，我把媳妇娶回来了……”近日，杨安乡张家沟村民

郭海军迎来了自己的美好生活。话虽深情，但却饱含辛酸。

印象中的郭海军是一个帅气小伙，在振东集团打工。

按照乡村来说也是一个走里出外的人，到了适婚年龄却一

直结不了婚，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他住在一个深度贫困

村张家沟。这里环境恶劣，自然条件差，住得是土窑洞，

每逢雨季外面大下，里边小下，只好用水管往出抽。再加

上 10 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家庭再遇困境，随后只有母亲李

春香把他们拉扯大，每次带回“准媳妇”，总是摇摇头……

人不错，但是……

一声“妈”叫出了他的辛酸，他终于完成了父母的心愿，

娶到了自己心仪的媳妇，究其原因还是他们享受到了国家扶

贫的好政策。去年开始张家沟整村移民，现在他们住进了许

庄村集中移民点的新房里，住上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生

活乐开花。

“今天我脱单了，我可以放手去干了”……郭海军乐滋

滋的说：“成家娶上媳妇完成了我的一大心愿，我可以发挥我

的特长，可以就近打工，也可以外出打工，我彻底解放了生产

力，不用专门在家说媳妇了……”

是啊，移民搬迁不仅解决了郭海军家的住房难题，也解

决了全村人生存条件差的老大难问题。去年来，杨安乡党委、

政府结合实际实现了深度贫困村张家沟的整村移民，并整合

资源在许庄塘河湾处建成了特色果蔬采摘园，使张家沟和附

近贫困户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挣钱，增加收入，彻底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郭海军的母亲还带头发扬传统制酱技

艺，推出了妈妈味的瓮城红辣椒酱……

小郭迎娶的是一位邻村姑娘，家里也是贫困户，姑娘看

中的是小郭的踏实肯干，走里出外见过世面，今后跟着他致

富有信心，把生活过得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脱贫攻坚为得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脱单、住新房”

双喜临门，郭海军一家走在了幸福的路上，整个村也在致富

的路上越走越广。为了见证张家沟村全村的幸福时刻，杨安

乡党委书记裴晓凯亲自证婚，为一对新人送上了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祝福。

就像裴晓凯的证婚贺词里边所说的一样：娶新娘脱单

又脱贫，住新房可喜又可贺。搬出大山来，迎娶新娘去，再立

脱贫志，争做致富人。

李耿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