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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犹酣，快马加鞭未下鞍。
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攻坚战， 这是一条通往

幸福、脱贫摘帽的必经之路。
眼下，脱贫攻坚已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关

键时刻，太康县委、县政府采取“百日会战”超常举
措，尽锐出战，强力推进，而“社会扶贫”让爱心迅
速得以集结，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注入了新力量。

““百日会战””号角吹响

战旗猎猎，长风浩浩，涡河逶迤，秀水滔滔。
银城大地，脱贫攻坚的号角又一次嘹亮吹响。
1月 12日，太康县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动员会

隆重召开。 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庄重下达作战令：
为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打好打赢精准脱贫
攻坚战，做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实现我县
2018年底脱贫摘帽， 在我县脱贫攻坚工作进入了
攻城拔寨、啃硬骨头、收官告捷的冲刺阶段，决定自
2018年 6月 12日至 2018年 9月 20日， 在全县范
围内展开脱贫摘帽攻坚百日会战。

此次百日会战的目标是： 啃下脱贫摘帽的硬
骨头，清除脱贫摘帽工作中的一切障碍，顺利实现
2018年底脱贫摘帽，为 2020 年全县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王国玺强调，要尽锐出战，形成全县各级各部
门各条战线参与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 保持和发
扬艰苦奋斗、克难攻坚、创新突破、苦干实干、争创
一流、一心为民、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的优良作风，
展现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心系战场、胸怀全局、矢
志不移、不胜不休的战斗姿态，树立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必胜信念，勇立赫赫战功，夺取脱贫摘帽攻坚
百日会战的伟大胜利！

县长李锡勇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以决战必胜
的姿态，背水一战的勇气，动员大家，组织起来，行
动起来，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攻坚，抓重点、
抓细节，找问题、找差距，补短板、强弱项，决战一
百天，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完成今年脱贫摘
帽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社会扶贫让爱心集结

脱贫攻坚掀热浪，德行善捐暖人心。
为响应县委、县政府“百日会战”号召，动员社

会各方力量参与脱贫攻坚， 构建全社会合力攻坚
的大格局，1 月 12 日晚，太康县“脱贫攻坚 德行善
捐”活动启动仪式隆重举行。

当晚 7时 20分，启动仪式如约开始。一段精彩
的演出过后，王国玺等县主要领导被请上主席台。
“我宣布，太康县‘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活动仪式正
式启动！ ”王国玺话音刚落，台下掌声雷动。 随后，
王国玺、李锡勇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程清
一起按亮代表着吉祥、圆满和成功的水晶球。

“举办此活动，旨在鼓励各类企业、社会组织
和个人支持参与脱贫攻坚， 邀请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脱贫攻坚，让贫困群众更有信心脱贫，让贫困面
貌快速改善， 让扶贫济困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得
以传承，让贫困群众一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
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县政协主席王建林认为，脱
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永远在路上
奋然前行。走在社会扶贫这条路上，我们看到的是
真诚，也看到了无数感动；能看到人性的善良，也
能看到共产党员对党和事业的忠诚， 更看到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巨大正能量。

王建林的看法，很快在活动中得到证实。节目
演出的间隙，河南光彩集团代表、牧原集团太康分
公司经理曾四海、 香港磊磊集团 CEO 洪英豪、通
泰纺织董事长李阳光等企业家纷纷认捐， 体现出
强烈责任担当。

在晚会捐赠的现场，来了一位特殊客人，这位
客人是太康县板桥镇轩堂行政村农民轩来运。 平
时省吃俭用的他，为支持县里脱贫攻坚，捐出了仅
有的 2万元钱积蓄。

现年 66 岁的轩来运， 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
民。 他和老伴平时在家带着一个 13 岁的孙子，生
活能过得去，但经济上不宽裕。轩来运住的四间平
房与周围高楼相比，显得有些低矮。 2015年之前，
轩来运夫妇在新疆靠拾破烂为生， 儿子和儿媳在
那年离婚了，离婚后儿子常年不在家，家庭的主要
经济来源是 2 亩多地和他们老两口在建筑队搬砖

挣的辛苦钱。
然而， 生活的磨难没有挡住轩来运夫妇乐善

好施的脚步，他们常年省吃俭用，以微薄收入帮助
别人。 2017 年 10 月，向贫困户轩五洲、轩宝全等
31 户捐赠优质麦种 3000 公斤，价值 1.5 万元。 在
2018年三夏防火中， 轩来运自愿参加村里的防火
工作，成为村中一名义务防火宣传员。他吃住都在
防火指挥部，白天头顶烈日为大家宣传，晚上不顾
蚊虫叮咬值班巡逻。

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当轩来运夫妇被请上主席
台时，王国玺、李锡勇、王程清、王建林等四个班子
领导及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干部和现场观众全体起

立， 掌声为这位朴实的农民热烈响起。 “我是位农
民，好听的话不会说，但我想为脱贫攻坚尽份力，俺
相信好心就会有好报，希望太康越来越好，国家越
来越强大！ ”轩来运的话，引来雷鸣般地掌声。

人帮人，社会没穷人。 此次“脱贫攻坚 德行善
捐” 活动取得的成果超出了想象， 活动在酝酿阶
段，就形成了善捐热潮。 启动仪式结束当晚，已经
累计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 2000 多万元， 图书 50
万册，衣物 2万余件。

“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太康人情系扶贫的大爱
之心。我为银城大地能拥有这样一批扶危济困、乐
善好施、 慷慨解囊的爱心人士感到由衷骄傲和自
豪。是他们用大爱编织了一幅幅美好画卷，用义举
谱写了一曲曲壮丽诗篇！ ”李锡勇说。

爱心还在传递

中国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先生老家在

太康县高贤乡，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杰出代表，他
先后捐资 6.6 亿元在太康建成家印高中、 家印初
中、高贤乡卫生院，成为太康籍成功人士回馈家乡
的杰出代表。。

许家印和老家“走动”亲情不断，许家印多次
说，河南省太康县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亲爱的
故乡，太康人坚韧与执著的性格 ，是我人生道路
上最大的财富与动力，也鼓舞着我克服困难、追求
成功。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河南光彩集团董事长赵
明，老家在太康县大许寨乡君赵村。 赵明认为，回
家乡做事不只是一种自豪和光荣， 更是对父老乡
亲的一种回馈，某种程度上也是给心灵找个归宿。
事业有成的赵明积极投身家乡建设， 他建设的水
润君赵田园综合体项目规划， 总投资 30 亿元，未
来的君赵田园综合体将以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为

基础，以“水”“农”文化为主题，以“乡村+田园、科
技+产业”为品牌，以休闲旅游为吸引，产业带动为
支撑，不久的将来，一个如诗如画的“水美乡村”即
将美丽呈现。

在演出现场， 太康县老冢镇党委书记寇永力
还被请上舞台，这要缘于老冢镇“山果扶贫助学基
金会”的成立和筹建。寇永力介绍，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为向老冢镇优秀教师和贫困学生献爱心，老
冢镇党委、 政府向社会各界人士和爱心企业家呼
吁捐赠助学基金， 此举得到老冢籍在外企业家的
积极响应。

周口越秀集团董事长李玉平， 担任了山果扶
贫助学基金会会长，他带头捐款 10 万元。 李玉平
说：“少年强则国强，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国
家发展的希望， 是每个家庭的寄托， 捐款无论多
少，善举不分先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公
益活动中来，为家乡父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

据山果扶贫助学基金会名誉会长王卫永介

绍， 老冢镇山果扶贫助学基金会第一期共筹集善
款约 30 多万元，这些钱将对贫困家庭的学生和长
期从事教育事业的优秀老教师进行救助； 对评选
出的 “希望少年” 和取得优异成绩的教师进行奖
励； 如果学生考入清华 、 北大将每人分别奖励
10000 元，考入 985 和 211 高校的学生分别每人奖
励 3000元。

被资助贫困生代表李恩表示， 感谢领导和爱
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 基金会的成立让他对将来
的学习和生活充满信心，他将会更加努力学习，争
取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太康县委常委、 统战部长李明朗对老冢镇山
果扶贫助学基金会的成立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读
书改变命运，教育开创未来，帮助一个学子，就是
帮助一个家庭， 支持教育事业， 就是关心祖国未

来。 希望有更多企业家和爱心人士积极参与到扶
贫助学的活动中来。 ”李明朗说。

为营造社会扶贫的浓厚氛围，太康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谢成营要求，宣传部门要拓宽宣传渠道，
开辟社会扶贫专栏，通过电视、网络、公众号等媒
体发布倡议，加强舆论引导，宣传“最美扶贫人物”
“最美扶贫企业”等扶贫典型，推出扶贫公益广告，
倡导“感恩家乡”“回馈乡梓”等社会扶贫理念。 “通
过宣传引导，扩展帮扶形式，汇各方之力、聚各方
财力，集全民之智、发动社会力量，各展所能，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形成企业帮扶无空白、县直单位发
挥作用无漏缺、乡镇组织实施无死角、贫困户受益
全覆盖的良好局面， 达到全县所有贫困人口社会
救助有保障、产业帮扶有途径、解决困难有办法的
效果，实现人人皆愿扶、人人皆可扶、人人皆能扶
的目标。 ”谢成营说。

感动还在继续

一石激起千层浪。
“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活动点燃了银城人捐

款激情，目前这种爱心聚成暖流正涌向城乡，太康
籍在外企业家掀起捐款热潮，太康全县 23 个乡镇
的各界人士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向贫困老乡捐款捐

物。
捐赠是真诚的，爱心更是无价的。 为引导各界

有序捐赠，太康县出台方案，明确了基本原则。 一
是自觉主动、尽力而为原则。 通过政府引导，鼓励
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
尽力而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从帮助贫困人口解
决最直接、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入手，奉献最大
爱心。二是鼓励创新、多措并举原则。鼓励乡镇、县
直单位根据实际，创新社会扶贫形式，不拘形式、
不限内容，通过认领项目、结对帮扶、捐资捐助、招
工帮村、带贫就业等形式，做到社会扶贫主体多样
化、扶贫方式多元化。 三是县级统筹、乡镇主导原
则。县委对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统一领导，
做到县乡协作， 县直单位以组织外籍在太康人士
为主，乡镇以组织本籍人士为主，不重复捐赠。 各
乡镇、县直各单位结合各自优势，自主开展、自主
设计、 自主对接， 乡镇对所接收捐助物资自主管
理、自主使用，并充分尊重捐助人意愿，对捐助物
资使用的合规性负责。

同时，在此次“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社会扶贫
中，太康县还多措并举，使帮扶形式多样化，以满
足差异化需求。

一是组织公益帮扶暖心活动。采取直接捐赠、
设立扶贫公益基金、投递“爱心包裹”、注资“爱心
超市”等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开展公益帮扶暖心活
动，对享受扶贫普惠政策后，因家庭变故、意外灾
害等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贫困户进行资助。

二是打造基础设施帮扶民生工程。 鼓励引导
太康籍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和企业、 外地籍在太
康发展的成功人士和企业等，通过捐款助建、合作
援建、主动认建等形式，积极参与贫困村道路、机
井、学校、敬老院、桥梁、文化广场等公益设施建
设，进一步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三是开展就业帮扶领航行动。 充分利用扶贫
车间、产业扶贫基地、基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
平台， 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开展投资兴业、 培训技
能、吸纳就业、捐资助贫等活动，为贫困户提供更
多就业岗位， 以就业为引领， 提高贫困户收入水
平。

四是启动商务帮扶护航计划。支持全县商贸、
物流、电商等企业或合作社，通过集中收购、订单
收购、物流配送、外联市场、电子商务平台等形式，
帮助结对帮扶村和贫困户销售农副产品， 助推农
副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实现农副产品销售有
渠道、价格卖得好，进一步减轻贫困户销售压力，
为贫困户增收致富保驾护航。

五是实施产业帮扶爱心项目。 实施“企业+农
户”“企业+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
式的产业帮扶爱心项目， 引导结对企业在结对帮
扶村发展现代特色产业等， 鼓励企业设立产业投
资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开发结对帮扶村的
优势资源，提高生产力，提升附加值，帮助和带动
贫困户脱贫增收。

六是开启结对精准帮扶崭新篇章。 在全县党
员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的基础上， 广泛动员社会

爱心力量积极认领贫困对象，开展结对帮扶。通过
社会扶贫网络平台， 实现爱心人士与贫困户精准
对接，畅通社会各界与贫困人口信息对接渠道，鼓
励引导社会各界开展“1+1、”“1+N”或“N+1”结对
帮扶，让贫困人口得到最广泛的社会帮扶。

“县民政局已经出台社会扶贫捐助资金、物资
管理使用办法，并指导、推动乡镇合规接收、使用、
发放和管理社会各界所捐款物项目。 ”太康县政协
副主席、县民政局局长刘凤芹表示，工商联、扶贫
办、住建局等相关成员单位也将各司其职，确保工
作在制度下运行，在阳光下操作。

为激励先进， 太康县还成立了社会爱心扶贫
协会， 为捐赠者树碑立传或给予不同种类的荣誉
称号。对参与社会扶贫爱心捐赠的爱心人士，无论
捐款多少 ，均授予 “助力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
誉称号 ；对捐建 、援建 、认建贫困村基础设施的
爱心人士，授予“最美扶贫乡贤”称号 ，在尊重其
意愿前提下 ，可给予道路命名 、学校命名等 ；对
开展投资兴业 、 产业帮扶 、 结对帮扶的爱心人
士 ，授予 “扶贫爱心明星 ”称号 ，可给予项目冠
名、车间命名、编入县志等 。 对外籍在太康发展
并参与脱贫攻坚的爱心人士 ，授予 “太康县荣誉
市民”称号，其先进事迹在县群益中心设专题橱
窗长久留存。 同时，对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
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落实优

惠政策。
副县长张国庆介绍 ， 太康县还将在河滨公

园等处设立爱心扶贫长廊，对会员级会员单位 、
副会长级会员单位 、 会长级会员单位分别由县
内新闻媒体专题采访报道 ， 在主要街道醒目位
置设专栏宣传先进事迹 ， 在爱心扶贫长廊内宣
传先进事迹，并优先推荐企业负责人为县 、市政
协委员或人大代表。 同时根据企业捐赠情况，分
别颁发 “扶贫济困爱心企业 ”“最美扶贫爱心企
业”“最美扶贫明星企业”奖牌。

“太康县委 、县政府将定期开展社会扶贫表
彰，营造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的浓厚氛围 ，让积极
参与社会扶贫的各类主体政治上有荣誉 、 事业
上有发展、社会上受尊重。 ”太康县政协主席、太
康县激发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王建林说，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一
个也不能少。 社会扶贫，不仅夯实了发展基础，而
且提升了造血功能。对贫困群众来说，给予他们的
不仅仅只是资金物质上的帮助支持， 更重要的是
重新拾回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潮凭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相信，在未来的
岁月里，银城太康在脱贫攻坚的大道上，前进步伐
一定会走得更加坚实、稳健。 2018年，太康县脱贫
摘帽，指日可待！

县委书记王国玺、县长李锡勇等县领导起身给捐赠者鼓掌。

������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中）宣布“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活
动仪式启动。

������太康县委书记王国玺（中）与县长李锡勇（右），县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王程清一起按亮水晶球。

������太康各界代表表态，坚决响应支持“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
活动。

太康县企业家和各界代表举牌认捐。。

河南光彩集团董事长赵明接受现场采访。

牧原集团太康分公司总经理曾四海现场发言。

香港磊磊集团 CEO 洪英豪现场发表感言。 通泰纺织董事长李阳光接受现场采访。 “脱贫攻坚 德行善捐”活动现场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