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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因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不力被通报批评
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会彦作检讨发言

������在 6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全市干部
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上 ，
市残联因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不力被通

报批评，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
会彦在大会上作检讨发言。

近日， 市干部作风大整顿督查组
对市残联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督查，发现该单位工作推进不力，存
在问题较为突出。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 没有逐级
压实责任。 市残联政治站位不高，没有
及时主动将部门工作融入全市脱贫攻

坚大局，未逐级压实责任。 该单位制订
的 《周口市残疾人联合会 2018-2020
残疾人精准扶贫三年行动计划》 无日
期、无落款、无文号 ，存在应付检查现

象。 针对重残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工
作，市残联制订的 3 份文件中，2018 年
改造任务数目不一致。

二是工作落实不到位， 群众满意
度低。 根据市长热线群众举报及各级
督查组调查发现， 市残联在残疾人证
办理工作中存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
为现象， 为不是残疾人的公职人员和
村干部办证问题突出， 为残疾人办证
不主动、不积极。 同时，督查组此次暗
访发现， 贫困残疾人办证和重残家庭
无障碍设施改造仍有较大缺口， 暗访
的 4 户贫困残疾人家庭中，有 2 户 3 人
未办理残疾人证；3 户已脱贫残疾人家
庭中， 有 2 户 2 人未办理残疾人证；2
户“五保”残疾人家庭中，有 1 户 1 人未

办理残疾人证 ；9 户二级以上重残家
庭，均未进行无障碍设施改造。 对一些
精神病人和重度残疾人不能亲自前往

办理残疾人证的， 市残联也未采取任
何措施予以帮助解决。

三是政策宣传不到位， 群众知晓
率低。 督查组此次暗访了 6 个县（区）7
个乡（镇、办）的 7 个行政村，未见有关
残疾人政策的宣传标语 、横幅 、画册 。
走访的 28 名残疾群众、 村干部和驻村
干部中，只有 1 名驻村干部知道无障碍
设施改造政策，11 名残疾群众不知道
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 残疾群众、村
干部和驻村干部对残疾人精准扶贫政

策知晓率偏低， 与市残联自己确定的
群众知晓率 90%差距较大。

针对市残联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存

在的上述问题， 市干部作风大整顿工
作领导小组决定对市残联提出严肃批

评， 责成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干
部作风大整顿查处通报大会上作出深

刻检讨。
张会彦在检讨发言中表示， 对市

残联在脱贫攻坚中存在工作开展不力

的问题，市残联党组虚心接受，照单全
收， 一定按照市干部作风大整顿办公
室的要求，深刻反思，以严肃认真的工
作态度抓好整改， 以精益求精的工作
作风落实整改，履职尽责 ，扎实工作 ，
敬请大家监督！

市气象局驻村帮扶工作不力被通报批评
市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新建作检讨发言

�������在 6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全市干
部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上，
市气象局因驻村帮扶工作不力问题被

通报批评。 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
新建在会上作检讨发言。

督查通报指出，市气象局对扶沟县
固城乡秦岭村驻村帮扶工作浮在面上，
仅限于逢年过节及扶贫日对贫困户走

访慰问，帮扶人不能主动深入帮扶对象
家中了解基本情况及思想动态，个别贫
困户反映很少见到驻村工作队，李双长
等部分贫困户不能说出帮扶人姓名。 5
月 24 日， 督查组对市气象局参与扶贫
工作的人员进行了扶贫知识测试，测试
内容是最简单的扶贫常识，测试结果显
示该局超过 80%工作人员不及格。扶沟

县委组织部提供的河南省委组织部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管理平台记录显示，该
村第一书记 2018 年 3 月-5 月驻村签
到均不达标。

自 2016 年 1 月以来， 市气象局对
秦岭村贫困户帮扶工作仅限于在安装

路灯、修路等基础设施方面给予资金帮
扶，有“只要给钱就足够了”的思想，走
访的所有贫困户均说不出市气象局采

取的具体帮扶措施。 查阅贫困户档卡
发现，多数帮扶措施虚化，帮扶措施不
精准，特别是没有扶贫产业，缺少使贫
困户增产增收的长效机制。

督查发现，秦岭村村务公开栏中没
有工作队公示卡，没有见到扶贫政策宣
传栏和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公示栏，

扶贫宣传标语数量较少，对非贫困户的
政策宣传、思想引导工作不深入，非贫
困户满意度很低。 2017 年，扶沟县固城
乡秦岭村脱贫 8 户， 目前仍有 62 户没
有脱贫，脱贫任务艰巨。 督查组对该村
62 户贫困户中 43 户 （其他 19 户贫困
户家中无人）进行了走访，大部分贫困
户档卡显示增收，但实际增收不明显。
该村贫困户普遍反映自市气象局帮扶

以来，除了贫困户应享受的政策待遇之
外，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与往年相比没
有明显变化。 被走访的李建设等部分
贫困户对市气象局帮扶效果不满意 。
在扶沟县 2017 年脱贫攻坚考核中，市
气象局排名处于 15 家市直派驻单位倒
数第一。

崔新建在检讨发言中表示， 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对脱贫攻坚
重要性的认识， 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
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
署， 持续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
务、民生工程来抓。 进一步端正态度，
积极正视和抓好问题整改，明确任务、
落实到人，认认真真地做好整改工作。
进一步增强担当意识，严格按照市委、
市政府要求，加强领导 ，迅速行动 ，强
化责任，细化措施，确保取得实实在在
的帮扶效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这场
硬仗，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
一份满意的答卷。

西华县址坊镇因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不力被通报批评
西华县址坊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刘威海作检讨发言

������在 6 月 13 日下午召开的全市干部
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上 ，
西华县址坊镇因脱贫攻坚工作推进不

力被通报批评。 西华县址坊镇党委主
要负责人刘威海在大会上作检讨发

言。
通报指出 ，5 月 22 日至 26 日 ，市

干部作风大整顿督查组对西华县址坊

镇脱贫攻坚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督

查， 发现西华县址坊镇脱贫攻坚工作
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责任落实
不到位。 镇党委、政府对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及镇、村两级干部管理“宽松
软”。 5 月 22 日，督查组暗访了该镇 11
个行政村的驻村工作队在岗情况 ，发
现一半以上的行政村驻村第一书记或

工作队员不在岗。
二是工作作风不扎实。 一些脱贫

责任组长、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对扶贫政策掌握不全面， 对村情户情
掌握不清楚。 问题整改流于形式，特别
是对省脱贫攻坚调研评估组指出的问

题，两个多月仍未整改到位。
三是工作措施不精准。 针对一些

贫困户制订的帮扶措施操作性不强 ，
同质化现象突出，未做到因户施策、因
人施策。 产业扶贫对贫困户的覆盖面
不广。李庄行政村贫困户 80 户，产业基
地仅覆盖了 6 户，朱家行政村产业扶贫
零覆盖。 金融扶贫对贫困户的覆盖率
较低。

四是工作推动效率低。 对上级脱

贫攻坚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贯彻落实

不及时， 脱贫攻坚工作在全县各乡镇
排名处于落后位次。 光伏发电建设进
度慢，已开建的 3 个光伏发电站，目前
只建成两个，且未并网发电。 目前，该
镇贫困发生率为 4.54%，高于全县的贫
困发生率 3.27%，脱贫攻坚任务较重。

刘威海在检讨发言中表示， 针对
脱贫攻坚工作存在的问题， 镇里已建
立问题台账， 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
时限，对照检查逐一销号；在脱贫硬指
标“两不愁四保障”上，组织民政所、危
改办、劳保所、残联等部门与村 、户进
行核查对接，做到底子清 、情况明 ，逐
村研判、逐户解决 ；在基础设施上 ，加
快推进已开建的 3 个光伏电站施工进

度和并网发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确
保 5 个扶贫就业车间投产运营，统筹推
进村内道路、村室、公厕等项目顺利实
施；在帮扶措施上 ，发挥中通快递 、禾
佳木业等企业转移就业， 并利用临近
漯河市以及作为西华西工业区的优

势，通过 12 家企业“企贷企还”，实现贫
困户金融扶贫全覆盖；在扶贫宣传上，
持续采取宣传车、帮扶人走访等方式，
营造 “勤劳致富脱贫光荣” 的舆论氛
围。 今后，将以“知耻后勇，锅底奋起”
的顽强斗志， 通过全镇党员干部群众
的共同努力，凝聚各方帮扶力量，确保
在迈入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不漏一户
不落一人”。

（下转 3 版）

全市干部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召开
□记者 刘昂 王艳 王晨 王泉林

本报讯 6 月 13 日下午，全市干部
作风大整顿第八次查处通报大会在周

口人民会堂召开。

此次会议是我市干部作风大整顿

脱贫攻坚工作领域存在问题查处的专

项通报会，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会议精神，

通报我市扶贫领域中的典型案例，宣布
处理决定、传导工作压力、夯实工作责
任，深入开展干部作风大整顿，为进一
步推进全市各项工作任务落实、打好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作风保障。

市残联党组成员、 副理事长张会
彦，市气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崔新
建，西华县址坊镇党委主要负责人刘威
海，商水县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负责人
姜建中先后作检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