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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刘继标带领与会人员"在西华县红花镇龙池头行政村参观# !记者 王映 摄"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推进会在西华召开
徐光刘继标等出席会议

本报讯 !记者 李凤霞"

!

月
"

日

上午#全市扶贫开发工作推进会在西华

县召开$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光强调# 要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精神要求#学

习经验#查找差距#整改工作#努力把我

市扶贫开发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市领导刘继标 %穆仁先 %王富兴 %

靳磊%李云%王建庄%刘政#以及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李志增%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高德友出席会议$

与会人员先后到西华县大王庄乡

刘草楼行政村% 迟营乡徐桥行政村%红

花镇龙池头行政村进行实地观摩$每到

一处#与会人员看展板%听介绍#参观帮

扶项目#就如何进一步做好扶贫开发工

作相互学习交流$龙池头行政村是省纪

委帮扶定点村#多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这里参观时#徐光指出#省纪

委对定点帮扶工作高度重视 #

#$

多年

来走过了&治病%治愚%治穷%致富'的路

子$ 总结他们的经验#一是领导重视真

帮扶$ 历任
%

批工作队#每批都是办实

事%办好事$二是解决问题见行动$靠项

目说话#真解决问题$ 三是求真求实见

成效$上项目发展产业#变&输血'为&造

血'#引导群众走上致富路$我们要借鉴

省纪委定点扶贫&查穷根%订规划%找门

路%谋发展'的工作经验#发挥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 深入各自的帮扶联系点#强

化责任#真帮实扶#包村入户结穷亲#使

困难群众早日脱贫致富#从而推进全市

定点扶贫工作更加扎实有效开展$

在随后召开的会议上# 徐光指出#

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繁重#我们要不

等不靠#从周口实际出发#落实上级政

策和要求# 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开

展$ 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结合周

口市情#我们在工作基本抓法上要注意

突出&两手抓'#即一手抓追赶跨越#加

快发展(一手抓基层基础#搞好扶贫开

发#两者必须统筹兼顾$

就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扶贫开发工作精神#学习借鉴好省纪

委定点扶贫工作经验#扎实推进我市扶

贫开发工作#徐光要求#要把握精神实

质#坚持用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 我们要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的战略思想#按照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扶贫开发工作的精

神要求#牢牢把握两个&重中之重'的思

想#牢牢把握科学扶贫的思想#牢牢把

握精准扶贫的思想#牢牢把握内生扶贫

的思想# 牢牢把握改革创新的思想#牢

牢把握脱贫光荣的思想#把扶贫开发作

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坚决打赢新时期扶

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周口与全国%全省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徐光强调#要保持清醒忧患#增强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

紧迫感$ 近年来#我市扶贫开发工作在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省有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紧紧围绕省下达

的年度扶贫开发目标任务#大力实施周

口崛起方略#把扶贫开发作为&九大攻

坚'的重要内容#全市扶贫开发工作取

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但是#我们还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全市扶贫开发工作还存

在贫困人口基数大% 贫困程度比较深%

扶贫内在活力不足%精准扶贫缺少有效

的实现形式等问题# 并认真加以解决$

希望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

扶贫开发的重大意义和面临的形势#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

略思想#按照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

晋华在我市调研时关于定点扶贫帮扶

工作提出的 &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制

订长期发展规划#创新增收方式'的重

要指示#认真学习借鉴省纪委工作队的

经验#科学谋划#扎实推进#加快扶贫开

发步伐#为实现周口崛起%富民强市%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徐光强调#要抓住重点关键#坚决

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一要认真研究政

策#结合各自实际#及早谋划#制订切实

可行的脱贫规划#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开展# 确保到
"$#%

年全市扶贫开发

重点县甩掉贫困县帽子$二要提升工作

思路$ 要根据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总

体部署#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着眼以家

庭为单元的经常性收入%可支配收入的

提升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保障两个

方面实质内容#强化转移就业%调整结

构%易地搬迁三条途径和提高贫困群众

劳动技能% 整合社会各界两项保障#把

扶贫开发工作放在统筹推进&四个全面'

中谋划布局#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

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坚持把扶贫开发重点县作为主战场#以

&小康杯'竞赛活动为载体#转变扶贫开

发方式#着力在发展特色产业%加强能力

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动员社会广泛

参与上狠下工夫# 不断增强贫困乡村和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推动

精准扶贫#提高扶贫效果#加快贫困乡村

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步伐# 确保今年实

现
"$

万人口稳定脱贫$三要突出工作重

点$ 要以实施整乡推进为重点# 集中资

源#统筹规划#连片建设#整体脱贫(要大

力实施精准扶贫#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

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

药#精准滴灌#更快地帮助扶贫对象增加

收入#尽快脱贫致富(要深入开展社会扶

贫#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广泛

参与扶贫开发事业$四要加大投入力度#

逐步建立稳定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增长

机制和扶贫开发贷款风险补偿机制#提

高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切实发挥

好扶贫资金保民生%促发展%促进贫困农

民减贫增收的重要作用$ 五要夯实基层

基础$ 各县市区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

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与推进基层四项

基础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真正把基层党

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

战斗堡垒$

徐光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

定点扶贫工作科学化水平$全市各级各

部门要站在践行&三严三实'的高度#认

真学习借鉴省纪委定点扶贫工作先进

经验#严肃工作态度#严谨工作作风#严

明工作纪律# 结合开展 &三查三保'活

动#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转变工作作

风%加强督查考核%完善激励机制#以更

高的热情%更积极的态度%更切实的措

施做好定点扶贫工作#不断提高定点扶

贫工作科学化水平#开创我市扶贫开发

工作新局面$

市长刘继标主持会议#并就如何贯

彻落实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

会上#副市长刘政宣读了周口市扶

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市直及驻周单位

定点扶贫工作情况的通报*$

与会人员还集中观看了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扶贫开发工作的专题报道和

西华县扶贫开发工作纪实$

市食药监局推进!三查三保"深入开展
本报讯 !记者 刘彦章 通讯员 季

豪杰" 全市&三查三保'动员部署会议

结束后#市食药监局高度重视#立即召

开党组会议%专题动员会议对在全市食

品药品监管领域深入开展 &三查三保'

活动进行部署#决定自
&

月底至今年年

底#通过全面排查%内部自查%集中督查

等方式#着力加强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据市食药监局下发的工作方案显

示#&三查三保' 活动将结合全市食品

药品监管工作实际# 重点抓好三大类

"$

余项工作$ 一查履职尽责%执法监

督情况#着力消除安全隐患#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查改革和发展

措施落实情况# 着力消除经济运行风

险#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三查保障民

生%服务群众和社会稳定情况#着力化

解各类社会矛盾#确保大局和谐稳定$

具体到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该局

局长王涛在专题动员会上表示# 要查

工作目标完成情况#采取月通报%季通

报等措施保证工作进度( 查各项制度

执行情况#保证市委%市政府各项促进

经济发展的部署执行到位( 查食品餐

饮环节存在的安全隐患#严把准入关#

加强日常监管#保群众饮食安全(查药

品生产经营使用环节存在的问题#加

强稽查工作#打击药品违法犯罪行为#

保群众用药安全( 查依法监管存在的

问题#切实解决推诿塞责%庸政懒政行

为#保科学监管%依法行政(查服务企

业存在的短板# 统筹处理好监管与服

务的关系 #保证服务质量 #促进食品

医药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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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波调研我市工业发展情况
本报讯 !记者 宋馨"

!

月
#

日#工

信部党组成员% 中纪委驻工信部纪检组

组长金书波一行莅临我市调研工业发展

情况$ 副市长王田业陪同调研$

当日# 金书波一行先后到沈丘县产

业集聚区服务中心% 大唐融合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凯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豫东

金丝猴食品有限公司% 华雪啤酒有限公

司# 以及市经济开发区周口哇哈哈恒枫

饮料有限公司%金龙鱼食用油有限公司%

鲁花花生油有限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了

解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情况#并提出指

导性建议$

截至今年
&

月底# 我市共有工业企

业
!!'(

家#从业人员
(')'

万人#其中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

家% 大型企业
'&

家%中型企业
"''

家$工业产业结构以轻

工业为主#轻%重工业比例为
!

!

(

#工业

产品以近农产品为主#形成了食品加工%

纺织服装% 医药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和电

气电缆%新型建材%装备制造三大新兴产

业的产业格局$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
#$

个产业集聚

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亿

元#占全市的
&")"+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占全市的
!!)#+

(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
%",)'

亿元#占全市的
&$+

$ 在

今年全省评比中#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被

评为河南省先进产业集聚区#晋级为&二

星级产业集聚区'(

!

个产业集聚区入选

全省&一星级产业集聚区'(西华县产业

集聚区被认定为省级经济开发区$

坚决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

党的重要使命$ 从解决绝对贫困"到减

少相对贫困%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

全面小康"变化的是扶贫任务"不变的

是为民情怀$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省

下达的年度扶贫开发目标任务" 大力

实施周口崛起方略" 把扶贫开发作为

'九大攻坚 (的重要内容 "坚持政府主

导"统筹发展"结合全市开展的'转创(

'讲作('下基层 (三大活动 "在全市所

有贫困村普遍开展定点扶贫工作# 一

系列扶贫开发 '组合拳 ("使贫困村的

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贫困人口的

收入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 "

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

元"全市

实现稳定脱贫人口
"$

万"超额完成省

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为全市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作出

了积极贡献#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 随着扶贫开

发工作深入推进"我市虽然实现了较快

速度大规模减贫"但客观来看"全市贫

困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比较深&扶贫

内在活力不足&精准扶贫缺少有效实现

形式等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全市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市扶贫

开发工作面临的形势"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

持一手抓追赶跨越&加快发展"一手抓

基层基础&扶贫开发"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和省委

书记郭庚茂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指示"

把扶贫开发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坚决

打赢新时期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周口

与全国&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干一件事情"做一项工作"要想取

得事半功倍&举一反三的效果"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学习先进&借鉴经验# 省

纪委自
"$$'

年
"

月向西华县红花镇龙

池头村派驻定点扶贫工作队以来"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先后
!

次深入

西华进行调研"听取工作汇报"及时予

以指导"协调解决扶贫工作中的困难和

问题# 经过省纪委十几年定点扶贫"龙

池头村经济社会取得长足发展"实现了

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成为西华县

首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加快

扶贫开发步伐"要在全市学习推广省纪

委定点扶贫工作经验"强化责任&真帮

实扶"推进全市定点扶贫工作更加扎实

有效开展# 要查穷根"广泛深入开展调

研"与县&镇&村三级进行座谈"对县情&

镇情&村情进行认真分析"查找贫困原

因"研究脱贫措施"确定工作思路和工

作目标%要订规划"注重规划引领"在充

分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

制订扶贫工作规划和驻村帮扶年度工

作计划%要找门路"坚持因地制宜"拓展

增收渠道"积极引进项目"帮助村民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和

村集体收入# 要谋发展"坚持以改善民

生为重点 "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以 '治

病&治愚&致富(为落脚点"大力完善基

础设施#

扶贫开发工作战线长& 涉及面广"

必须坚持谋事系统论& 干事重点论"进

一步提升工作思路" 突出工作重点"抓

住关键环节"以重点突破带动扶贫开发

工作扎实推进#要以实施整乡推进为重

点"按照
(

年至
'

年全部实现稳定脱贫

要求" 以整乡为单元统一规划设计"集

中资金投放"将产业开发&基础设施建

设等统筹推进"一举解决整乡&整村贫

困人口脱贫问题% 要大力实施精准扶

贫"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

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精准和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 出实

招&见实效%要深入开展社会扶贫"坚持

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

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 互为支撑的

'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完善党政

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

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但愿苍生俱温饱" 不辞辛苦入山

林# 扶贫开发既是一项艰巨的经济任

务"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全市各

级各部门要站在践行'三严三实(的高

度"认真学习借鉴省纪委定点扶贫工作

先进经验"结合开展'三查三保(活动"

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进一步转变工作

作风"进一步加强督查考核"进一步完

善激励机制" 进一步增强创先争优意

识"真抓实做&求实求效"不断开创我市

扶贫开发工作新局面#

!!!一论深入开展"三查三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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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全局 把握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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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太康县纺织产业园区内"一名女工正认真工作# 该县纺织产业园区倾

力打造中部地区最大的纺织服装基地"现有亿元以上纺织企业
(!

家"投产在建纺纱

规模达
#',

万锭"喷水喷气织布机
,,$$

余台"'抱团(投资&'扎堆(入驻效应凸显#

!记者 沈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