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马治卫） 脱贫攻
坚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怎样才能把
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打
通脱贫道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太
康县马厂镇创新实施 “148”党建模
式，有效激发了脱贫攻坚内生动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到太康

调研时，对这一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太康县专门召开抓党建促脱贫现场

会，大力推广“马厂经验”。
“马厂镇有 54 个基层党组织 ，

1622 名党员。 在太康县委的坚强领

导下， 镇党委围绕脱贫攻坚目标，切
实发挥基层党建在脱贫攻坚中的主

力军、突击队和先锋模范作用，创新
思路，精心谋划，理出了筑牢‘一个堡
垒’、组建‘四支突击队’、打造‘八大
党员先锋岗’的‘148’党建模式促脱
贫工作思路，使广大党员群众拧成一
股绳，以党建高质量助推脱贫攻坚高
质量，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马厂
镇党委书记赵春丽对记者说。

筑牢 “一个堡垒 ”，让村党支部
“强”起来。 农民富不富，关键看村党

支部。 村级党组织处在脱贫攻坚主
战场、最前沿，村党支部战斗力强不
强是能否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
为筑牢村级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 ，
该镇首先从整顿乱村入手， 抽调精
兵强将进行铁腕整治 ， 使赵堂 、顾
楼、 李洪印等 7 个行政村实现了由
乱到治。 镇党委以村“两委”换届为
契机，按照“三强”标准调整村党支
部书记 10 人，优选村“两委”成员 68
人，村级组织战斗力大大增强。 （下转
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杨光林） 近日，
记者走进项城市郑郭镇张堂行政村

张天兴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郁郁
葱葱的竹子 ， 小院收拾得干干净
净，屋里家具摆放得井然有序……
老人高兴地说 ：“多亏了镇里的环
境整治，让我的生活更舒心。 ”

随行的郑郭镇镇长孙继锋说 ：
“张天兴是村里的贫困户 ， 他家的
环境已经这样，其他富裕户的家里
就可想而知了。 ”

行走在该镇张堂 、任庄 、王井

等行政村 ， 村内及周边无垃圾堆
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常
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有序 ，大街
小巷干净卫生，各村都实现了日清
扫 、日清运的环卫目标 ，农村人居
环境明显改善。

全镇 25 个行政村的环境也都
如此。 这些变化得益于郑郭镇 2018
年 10 月全面启动的农村环境整治
行动。

郑郭镇党委书记朱旭说 ： “没
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就没有美

丽宜居新农村。 ”在中央《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 》 的基础
上，郑郭镇明确了农户维护公共环
境 ，整治庭院内部 、房前屋后环境
卫生的责任和义务， 制定了农户环
境整治“八项标准”，即庭院外及房
前屋后无杂物堆放、无小菜园、无建
筑材料堆放、 无生活垃圾、 无柴草
垛、 无污水横流， 长期保持干净卫
生；无占用公共用地私搭乱建（简易
房 、遮阳棚 、厕所 ）等行为 ； （下转
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付永奇 ） “几个
月没回来，咱村变化真大啊！ ”昨日，
刚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商水县巴村镇

黑朱行政村村民李星， 站在村口看
着新画的墙体画、绿色的垃圾桶、刚
种的木槿树， 禁不住对前来接他的
媳妇说。

去年以来，和黑朱村一样，整个
巴村镇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

轰轰烈烈地发生着看得见、 摸得着
的变化。 前不久，在全县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现场会上， 带领乡镇场办及
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观后， 县委
书记马卫东表扬巴村镇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中， 一把手真重视、 真用
心、真投入、真见效。

巴村镇位于商水县西部， 辖 28
个行政村、43 个自然村，是典型的农
业大镇，陈年垃圾多，环境治理难 。
年迈的老人、留守的儿童、沟塘边燃
烧的垃圾……成为许多外出务工人
员浓浓乡愁的一部分。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是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具体行动，是农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 我们要像抓脱贫攻坚一样，切
实抓紧、抓好、抓实，抓到位，抓出成
效。 ”去年年初，镇党委班子在全镇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大会上郑重承诺。

工作进展快，党员把头带。该镇加
强对党员的教育引导， 让党和政府对
人居环境整治的主张变为广大党员群

众的自觉行为。 （下转第二版）

在融合发展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1 月 25 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

到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
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并向全国广大
新闻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高屋建瓴
的指导，细致入微的关怀，让周口的广
大新闻工作者备受鼓舞，如沐春风。 大
家纷纷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认清媒体融合
发展的时代大势，积极应对舆论生态、
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深刻变化，运用
信息革命成果探索科学可行的发展路

径，在融合发展中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为实现周口跨越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

量和有力舆论支持。
“在媒体深度融合既取得重大进

展， 又遇到一系列深层次难题的关键
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
刻分析全媒体时代的挑战和机遇 ，科
学把握媒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
为媒体深度融合提出了新要求、 破解
了新难题、指明了新方向。 ”周口报业
传媒集团副总编辑王锦春说， 媒体融
合进行到现在，既有许多成绩，也遇到
一些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难题， 特别在
实际工作中， 互联网思维还没有形成
气候。 可以说，媒体深度融合也进入了

深水区。 面对融合道路上道道难关，怎
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对媒体融合的思
考始终与时俱进。 他要求“坚持一体化
发展方向”“坚持移动优先策略”。 他要
求“探索将人工智能运用在新闻采集、
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 他要求统
筹处理好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

内的“四对关系”……这些指示精神都
体现了对当下传播格局非常清晰的认

识。 认真学习领悟总书记的思想，能让
我们更进一步认识把握媒体深度融合

的规律，进一步清晰深度融合的路径，
增强推进深度融合的信心。

（下转第二版）

������中国银行爱驾汽车卡， 私家车
免费办，ETC 免费送，高速收费站快
速通过。 中国银行爱家分期，期限
1~3 年，最高授信 30 万元，详询
中国银行各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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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 老 敬 老 在 郸 城 大 地 蔚 然 成 风
记者 徐松

������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 儿子成家后
便与父母分家，这在豫东十分常见。 然而，父母穷
尽所能帮儿子置办家业，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导致
“儿子住高楼、爹娘住村头”的现象频频发生。这种
现象在脱贫攻坚精准扶贫中被称为“老人户”。

2018 年 3 月 27 日，《人民日报》刊文称，村里
的贫困户多是老人， 其中绝大多数都有子女，有
些老人子女的生活还颇为富足， 在城里有车有
房。 但这些老人通常单立一户，变成了贫困户，俗
称“老人户”。

“老人户”都是子女不孝吗？ 非也。 记者在郸
城县脱贫攻坚一线走访发现，这是“习惯”使然。
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语重心长地说，父母为了子
女婚嫁、生活体面，给他们盖新房、买新房，宁愿
自己住在旧宅老屋， 甚至在村头搭建小屋安身，
演绎了很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的“人间佳话”。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在

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道路上，岂能有“儿子荣
华、爹娘困苦”的现象发生？

于是， 郸城县委、 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脱贫攻坚决策部署，情法并用进行“老
人户”治理。 该县通过情感劝说开展“媳妇戴红
花、公婆接回家”孝老爱亲行动；出台奖励措施，
对所有拆除老人破旧房屋的家庭奖励 1000 元
现金 ；采取批评教育的方式 ，对思想顽固 、冷漠
对待老人的子女给予一定惩罚；通过司法保障，
组织公检法司联合发文，依法威慑治理，敦促子
女赡养老人。 截至目前， 全县已有 2332 个家庭
实现 “老少合户 ”，重现了三世同堂 、四世同堂 、
五世同堂，实现了尊老敬老代代相传、老慈子孝
演绎大爱。

汲水乡押岭行政村 8 组 87 岁的李廷录瘫痪
在床，其 85岁的老伴王秀真患有气管炎、脑萎缩，
老两口相依为命。 他们的儿子李可增于 2018年 9

月盖 4层小楼时突发脑干出血， 住院报销后仅花
费 2万多元。随后，儿媳妇王文英主动把二老接回
家伺候，同时悉心照顾患病的丈夫，给家庭、给全
村树了良好的榜样。目前，他们一家五口虽然还没
走出困境，但在党委、政府的帮扶下，生活幸福。在
王文英的带动下，全村 34户“老人户”的子女纷纷
把各自老人接了回家，形成了良好风气。

在南丰镇李路口行政村的刘美玲家， 记者看
到新建的楼房宽敞明亮、干净整洁。然而，一进院，
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却是与楼房格格不入的 “纸
板路”。刘美玲对记者说：“这是我给公公铺的防摔
通道。 他年纪大了，万一摔着可不中。 ”原来，刘美
玲的公公李廷爱今年 91 岁了，身体较好，不愿意
和儿女住一起。南丰镇实施“老人户”治理后，刘美
玲便把老人劝回了家。 细心的她用透明胶带粘好
废纸箱，从老人住室到客厅、从厨房到卫生间铺了
一条“爱心通道”。“爷爷，我妈给你做的啥饭呀？我

们过年放假回去看您。”刘美玲两个在外上大学的
孩子知道爷爷回家住了，兴奋不已，隔几天就通过
刘美玲的手机和爷爷视频聊天， 使孝老爱老得以
传承、良好家风得以传承。

“以前怕给孩子添麻烦，我和老伴自己住趴趴
屋。 老伴身体不好，我又要做饭又要照顾她。 儿子
把我接回来后，我那破房子也拆了，现在住在儿子
家的楼房里很舒心。儿子儿媳也不让我做饭，儿媳
做的饭菜可比我做的强多了。 孙子是天天在我眼
前晃悠，我心里真高兴啊，还是党的政策好。”今年
76 岁的李廷修和老伴独居 30 多年后， 与儿子合
成了一个大家庭。享受儿孙绕膝之乐后，李廷修乐

得逢人就夸党的政策好。
“爷爷奶奶，你们先坐。 ”中午时分，李廷修的

小孙子拉着两位老人坐在主位准备吃饭。 “小孙
子真懂事。 如果没有老人在身边，小孩子不会受
到这种教育得。 ”李廷修欣慰地说。

2332 户“老少合户”，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变成了“家家有本孝老的经”。 每个家庭都有一段
动人的故事， 每段故事都连着几代人的孝老情
结，每份情结里都包含着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 在郸城县脱贫攻坚进程中，“老人户”治
理工作，促进这种孝老、敬老、尊老、爱老、助老的
文明新风在郸城大地蔚然成风。

郸城脱贫攻坚之路（八）

李湛当选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政府区长
本报讯 （记者 韩志刚） 1 月 26 日上午，在周口市川汇区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湛同志全票当选川汇区

人民政府区长。 ②3

������昨天上午，沈丘县周营镇现代智能化食用菌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采收金针菇。 去年，该镇以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契机，大力调整优化现代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导全镇 20 个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联合建设食用菌智能工厂化生产基地，有效
带动全镇 458 户贫困户稳定脱贫增收。 谢辛凌 摄

———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侧记

让主流媒体牢牢占领传播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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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引领周口报业融媒发展新作为

丁福浩赴中国港口协会对接
2019临港经济高峰论坛事宜

本报讯 （记者 李莉 ） 为筹办好
2019 临港经济高峰论坛，推动周口临港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1 月 24 日， 市长
丁福浩，副市长路云、胡军一行，赴中国
港口协会就共同举办 2019 临港经济高
峰论坛等事宜进行沟通对接。

丁福浩指出，内河航运是周口的比较
优势，临港经济是周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
“临河就是临海、腹地也是前沿”的理念，
以创建国家级多式联运枢纽试点城市为

抓手，强设施、上项目、兴产业，临港经济
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连续两届临港经济
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让周口的水运优势
更加凸显、 发展临港经济的信心更加坚
定，全国越来越多临港经济关联企业纷纷
看好周口、投资周口。丁福浩表示，临港经
济高峰论坛对推动周口临港经济发展意

义重大，我们将持续举办。 希望中国港口
协会的各位领导、专家，多到周口参观考
察、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把论坛举办得更
加成功，推动周口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港口协会常务副会长陈英明

对周口临港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他说，实践证明周口市委、市政府
发展临港经济的决策正确、 成效明显。
中国港口协会将全力支持周口继续举

办 2019 临港经济高峰论坛， 并从宏观
战略、规划编制、对外宣传、招商引资上
提供指导和帮助，共同做好临港经济这
篇大文章。

路云、 胡军汇报了 2019 临港经济
高峰论坛相关筹备情况。 ②3

郑郭镇：农村环境更宜居

马厂镇：党建引领助脱贫

巴村镇：人居环境变化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