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通讯员 胡书
博） 近日，满载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驶进洗耳河街道

十里小学，向全校 300余名学生展示了“会导电的布”“无

弦琴”“无形的力”“手眼协调”“看谁跑得快”等 20余种科

教展品，让学生亲身感受数学、光学、电磁学等方面的科学

原理及无穷魅力。

据了解，科普大篷车被称为“流动的科技馆”，涵盖“电

磁现象”“运动与力”“机械传动”“视觉体验”“数学思维”

“材料科学”共六大科学原理的 24种科技展品。这些科普

展品在校园内一摆出，便吸引了学生们的目光，大家兴致

勃勃、争先恐后地围着展台，驻足观看了解、时不时动手摆

弄，在“试一试”“想一想”中尽享了“科技盛宴”，活动也得

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同学们亲身感受到平时不常见、

书本学不到的科技知识，极大地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为全

校师生提供了一个走近科学、了解科学、学习科学的机会，

提升了广大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和参与科技活动的积极

性。”学校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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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途经丹阳路与营兵街交叉口时看到，该

路口东侧的公交站牌破损严重，长期无人管理，已成为创文

的“牛皮癣”。 于俊鸽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刘省）
“俺早就想好好学学田间管理技术了，一直没地方学，现在

好了，安监局把培训班办到了俺家门口，并且让俺免费参加

培训，请了专家来讲课，真是太好了。”近日，寄料镇黄柏村

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班开班仪

式上，贫困户常老汉开心地说。

为全面提升贫困群众农业技能，提高产业化扶贫成效，

市农业局、农科所、寄料镇、安监局联合举办了黄柏村 2018

年新型职业农民（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班，并邀请河南省

农科院农业专家吕中伟前来授课。该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50余人报名参加了培训。

吕中伟结合黄柏村实际，把理论教学和实地指导相结

合，从农作物选种、病虫害防治、土肥水管理等方面为参培

人员授课，还宣传讲解我市农业相关惠民政策。本次培训让

广大贫困户熟练掌握农业技术知识，了解政策、开阔眼界、

更新观念，激发他们主动脱贫的内生动力，有效发挥贫困户

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贫困户的素质和能力。

贫困户们纷纷表示，专家所讲的教学内容实效性强，极

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启发了如何运用信息化技术干

好农业、如何熟练掌握农业技术知识，解决了一些实际生产

上的困惑，让他们脱贫致富的劲头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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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军 营 脱 贫 记
———“不等不靠 脱贫摘帽”贫困户先进典型系列报道之二十一

“焦军营为人踏实，别看他平时话不多，

做起事情来干脆利索，更重要的是很能吃

苦。你看看这些猪舍、牛棚，都是他夫妻俩自

己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日前，记者来到蟒川

镇娘庙村，市煤炭局驻村第一书记张万杰这

样评价焦军营。

焦军营是娘庙村的贫困户，现年 47岁，

全家共有 4 口人，大女儿已出嫁，现在他和

妻子及 16岁的女儿焦晓鸽和 14岁的儿子焦

志鹏一起生活。

焦军营从 2001年开始就经常到外地打

工，由于他自己有木工手艺，在外地打工期

间，收入虽然不多但还算稳定。2013年，在外

务工形势不好，家中也有年迈的母亲，必须

回来照看，至此，焦军营回家后就没有再出

去打工。2015年，焦军营 82岁的母亲张爱患

上了老年痴呆症，一年以后又发展成瘫痪，

长时间卧床不起，2017年 4月份去世。期间，

为给母亲治病，焦军营不但花去家中大部分

收入，再加上子女上学费用，家里经常入不

敷出，难以为继。

市煤炭局驻村工作队在了解到焦军营

家的实际情况后，主动上门帮扶，通过动员

发展养殖业提高全家的经济收入。“2017年

底，我带领全家经过不懈努力奋斗，终于摘

掉贫困户的帽子，光荣脱贫，虽然母亲多年

疾病花光家里积蓄，但我生性好强，不甘落

后于人。”焦军营说，古人云人穷志不穷，看

到别人家蒸蒸日上，他心里立志也要找到可

以创收的办法。

2017年，焦军营从亲戚家借了 5万元，

自筹 1万元，在驻村工作队和村里干部协调

下利用现有土地建立猪舍 500平方米，厂房

建成、猪仔购买后，资金又出现了困难，拖欠

饲料公司太多饲料款，公司拒绝再次赊购。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一边是嗷嗷叫着要喂

的猪仔，一边是饲料供给中断的供应商，妻子

整天唉声叹气，绝望、悲观的情绪一次又一次

打击着焦军营的信心。就在这时候，驻村工作

队积极帮助他跑贷款，顺利申请了贫困户 3万

元的财政贴息贷款，极大地缓解了养猪场资金

短缺的难题。第一槽猪，焦军营减去养猪的饲

料成本，纯利润 8000元；2017年底他又顺利

卖出 30头成型猪，实现盈利。

随着肉猪价格的走低，焦军营也及时转

变思想，利用养猪赚的钱购买了 2头牛，他

打算采用多种养殖的方式来化解养殖风险。

目前，焦军营的猪场存栏生猪 100头，肉牛 7

头，预计 2018年可盈利 4万多元。

致富不忘乡亲，在发展好养殖的同时，焦

军营主动带动本村贫困户共同发家致富，先

后带动贫困户史英，建立 400平方米的养猪

场，年出栏 140头，存栏 10头肉牛；焦全兴家

年出栏 140头生猪，焦文周家年出栏 100头

生猪，主动提供建厂和养殖技术，集中采购饲

料、防疫用药等原材料，进一步拉低饲养成本

价格，集中出售生猪，靠质量和数量卖出好的

价格，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养殖效益，他本人

也获得了村致富带头人的称号。

面对下步打算，焦军营说：“自己脱贫了

不算什么，能带领更多人脱贫致富才是最终

目标。下步，我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用我

本人的经历和积累的养殖经验帮助更多的贫

困户走上发家致富之路。”

于俊鸽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唐淑娜 王

首道） 近期，小屯镇纪委坚持严查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确保脱贫攻坚推进到哪，监督执

纪问责跟进到哪。制定三大工作机制，使脱贫攻

坚监督执纪无处不在。

全面排查，聚焦问题深挖线索。镇扶贫、财

政、审计等职能部门积极开展扶贫领域问题线

索“大起底”“大排查”。小屯镇纪委每月对辖区

各村问题线索进行拉网式排查，常年开展机动

式明察暗访，将问题线索汇总及时督查、对检

查出的问题线索实施镇级领导包片制，强化跟

踪问效，每周通报问题线索办理情况。

突出重点，强化巡视巡察监督。就扶贫领

域反馈问题建立台账，逐条梳理、逐项落实，坚

持即行即改、立行立改。开展全镇脱贫攻坚巡

察督查，采取实地查看、调阅资料、财务审计、

入户走访等形式，精准发现各镇直单位、行政

村在贯彻执行脱贫攻坚方针政策、履行脱贫攻

坚工作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扶贫资金管理使

用等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根据督查发

现问题，立即启动问责机制，进一步传导压力，

夯实责任。

严肃执纪，追责曝光强化震慑。综合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抓早抓小，采取共性问题集中约谈、个性问题

“一对一”谈的方式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此

外，积极发挥扶贫领域以案促改警示震慑作

用，对查处的典型问题，及时下发名单进行通

报，持续释放对触及扶贫领域腐败问题严惩不

贷的强烈信号。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今天的活动让
我们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残疾人的关爱，也让我们觉得很充

实很有意义！”参加市残联举办的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

一”活动的张广延高兴地说。12月 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

今年活动的主题为：赋予残疾人权利，确保包容与平等；“五

个一”活动的内容为：读一本书，游一次园，参观一次展览，看

一次电影，参加一项文艺活动。当天上午 9时，“五个一”活动

在市残联启动。

此次活动不仅吸引了我市各乡镇（街道）的残疾人代表

参加，中国人民银行汝州市支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市供

销社、市玉川村镇银行、市百汇商贸有限公司、市物价办、市

工商局、市家家靓公司、汝州在线等众多单位的爱心人士也

纷纷加入，与残疾人共同度过美好的一天。启动仪式上，20

名残疾人代表还收到了玉川村镇银行等单位捐赠的书籍、棉

被等，残疾人代表薛少军、张献闯还向残联赠送了锦旗。

随后，残疾人代表集体乘车，实地感受我市近年来发生

的巨大变化，激发创业就业信心。当天中午，他们与爱心人士

一道走进市家家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参观各个培训教室，

观看了专题影片《厉害了，我的国》，并共进午餐。满满当当的

参观考察，让残疾人代表们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用自

编自演的舞蹈《感恩的心》、歌曲《歌唱家家靓》、二胡独奏《风

雪配》、歌曲《东方红》等节目，表达对社会各界关爱残疾人的

感恩，展示残疾人自强自立的人格魅力。

又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张亚楠） 为进一步规范

我市盲人按摩行业服务与管理，扶持和稳定盲人就业创业，

在 12月 3日“国际残疾人日”当天，市残联工作人员不顾天

气严寒，先后为我市 12家盲人保健按摩机构发放了饮水机、

消毒柜、按摩床单等物品。

据了解，我市盲人按摩机构均取得合法证照、规章制度

健全、经营场所达标及盲人按摩师持证上岗，实现了规范化

管理制度。每年，市残联均会为盲人提供免费学习按摩技术

培训班，学成之后介绍其就业，市残联将对有创业意向的盲

人进行创业扶持。

李晓伟调研市民之家运行情况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12月 3日，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晓伟到市民之家调研窗口单位运行

情况，检查为民服务事项。李晓伟认真了解社保、地税、民

政、公安等单位服务窗口业务范围、人员入驻、审批流程等，

与办事群众和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就窗口单位如何提高为

民服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提出具体要求。

全省社区矫正律师情
暨志愿帮扶活动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艳芳） 12月 1日，

河南省司法厅、河南省律师协会在我市开展全省社区矫正

律师情暨志愿帮扶活动，为市司法局捐建“爱心驿站”并揭

牌。省司法厅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汪奇志，我市领导祁明

安、潘广臣出席活动。

我市召开农村安全饮水“回头看”
暨河道采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12月 3日，我市

农村安全饮水“回头看”暨河道采砂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召开。

会上通报了平顶山脱贫攻坚农村饮水安全“回头看”和河道采

砂整治工作会议的有关要求。要求各职能部门按照“三清一

平”标准，抓紧清理河道内已拆除的废旧采砂设备，同时彻底

取缔非法砂石加工厂。市水务局局长李其祥出席会议。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许艳芳） 12月 2日，市司法局组织全

市 100余名执业律师、公职律师及法

律援助律师在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

展宪法宣传周暨律师集体宣誓活动。

现场庄重严肃，主席台上悬挂国

旗，台下百余名律师身着律师袍，佩戴

律师徽章，全体起立唱国歌、面向国旗

庄严宣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律

师，忠于宪法，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开展律师集

体宣誓活动，在我市律师行业是第一

次。今后，凡是首次取得或者重新申

请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都要参

加律师宣誓，这是我们加强律师队伍

思想政治教育、推动宪法宣传教育的

一项重要举措，对增强律师的执业神

圣感、荣誉感和使命感，必将产生重

大而深远的影响。”市司法局负责人

表示。

近年来，市司法局以党建为统领，

加强对律师行业的监督管理，举办律

师教育培训，开展“金牌律师”评选，提

高律师政治荣誉，不断提升律师的政

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核心意

识。目前，全市现有律师 115名，其中

执业律师 74人，公职律师 16人，法律

援助律师 4 人，基层法律工作者 21

人。在服务依法信访、市领导接访、参

与矛盾纠纷调解、担任村（居）法律顾

问中提供了优质精准法律服务，在维

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

确实施、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

今年以来，全市律师共服务市领

导接访 267 余次，服务信访案件 132

起，化解重大疑难信访案件 26起。村

（居）法律顾问累计走村入户近 5000

次，开展普法宣传 2000 余次，受益群

众 6 万多人，提供法律帮助 9180 人

次，出具法律意见 6000 余条，起草法

律文书 1670 件，调处矛盾纠纷 496

起，服务信访案件评查、棚户区改造、

重大项目建设 3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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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屯镇

三大工作机制推进脱贫攻坚监督执纪

科普大篷车开进十里小学 市司法局举行宪法宣传周暨律师集体宣誓活动

“我们残疾人今天真高兴”
市残联举办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活动

市民之家搬新址后，周边众多的停车场和停车位大大

方便了开车的市民。但是偏偏有一部分人一步路也不愿意走，把

车停在有明显禁停标志且不宽的楼前道路上。近日，管理部门出

动大型机械把违章占道的车辆逐一拖走。 耀辉 摄

集体宣誓

截至 12月 4日下午 5点，已经完成缴款任务的单位

有：市直工委、陵头镇、工商联、技校、档案局、扶贫办、产业

集聚区、统战部、科协、纸坊镇、总工会、温泉镇、广电总台、

信息中心、焦村镇、庙下镇、风穴路街道、组织部、老干部

局、财政局、农办、工信委、供销社、市委督查局、林业局、商

务局、洗耳河街道、住建局、钟楼街道、小屯镇、宗教局、协

作公司、骑岭乡、中医院、夏店镇、文物局、杨楼镇、食药监

局、云禅小镇管委会、政协、商业总公司、六社一行、政府

办、旅游局、煤山街道办、妇幼保健院、政府督查局、安监

局、物价局、信访局、纪检委、机关事务局、农机局、第一人

民医院、温泉小镇管委会、党校、米庙镇、司法局、第三人民

医院、天瑞集团、王寨乡、科教园区管委会、金融办、一高、

市场发展中心、人大办、行政服务中心、科技局、煤炭局、检

察院、疾控中心、卫计委、二高、妇联、公安局、汝南街道、农

科所、质监局、寄料镇、物资公司、大峪镇、发改委、商务中

心区、统计局、文广新局、市委办、粮食局、农发行、汝瓷小

镇管委会、工商银行、党研室、城管局、市宾馆、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教师进修学校、团市委、交通局、中国人寿、临汝

镇、中国人寿、临汝镇、畜牧局、新华书店、教育局、残联、民

政局、编办、人防办、文联、蟒川镇、陆浑灌区、巡察办、审计

局、国土局、地矿局、体育局、人武部、农商银行、移民局、国

资局、税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