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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委关于巡察工作的
部署要求，经县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并报请县委同意，决定
从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9月
30日，对全县各乡镇开展扶贫领
域专项巡察工作。现发布公告
如下：

一、巡察对象
以周村、柳树口、犁川、晋庙

铺 4 个乡镇和所属贫困村为重
点，辐射其他13个乡镇。

二、巡察内容
（一）专项巡察坚持问题导

向，重点检查和发现以下问题：
发现扶贫领域重点问题。

重点发现扶贫领域各个环节贪
污侵占、截留私分，挤占挪用、挥
霍浪费，优亲厚友、虚报冒领，雁
过拔毛、强占掠夺，骗取套取、私
存私用等问题；紧盯新增脱贫攻
坚资金、项目、举措主要集中的
深度贫困村和深度贫困群众，发
现向扶贫资金动心眼、伸黑手的
人和事。

（二）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中
的“四风”问题。重点发现对脱
贫 摘 帽 规 划 层 层 加 码 急 躁 冒
进、产业扶贫盲目跟风不切实
际、帮扶干部不干事不担责，以
及造盆景、垒大户、算巧账搞

“数字脱贫”、虚假公开、表格满
天飞等大量耗费基层干部精力
的行为。

（三）发现“两个责任”落实
不到位问题。重点发现乡镇党
委、纪委工作抓得不紧、腐败案
件查处不力、“两个责任”落实不
到位，对扶贫领域的腐败问题听
之任之，或者有案不查、瞒案不
报，甚至袒护包庇等问题。

（四）市委扶贫领域巡察组
巡察泽州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

情况是否到位，责任追究和问责
是否到位等问题。

（五）县委要求了解的其他
问题。

三、受理方式
县委巡察组设立统一受理信

访举报信箱，举报箱设在县纪委、
监委办公大楼门前。

各巡察组具体巡察单位及联
系方式如下：

（一）巡察一组
对周村镇和柳树口镇党委

及所属贫困村进行巡察。同时
对川底、李寨、南村、高都、巴公、
下村、大东沟等乡镇扶贫工作开
展巡察。

举报电话：18535697132（受
理时间：工作日工作时间）

电子邮箱：zzxwxcz01@163.
com

（二）巡察二组
对犁川镇、晋庙铺镇党委及

所属贫困村进行巡察，同时对南
岭、山河、大箕、金村、北义城、大
阳等乡镇扶贫工作开展巡察。

举报电话：18535697152（受
理时间：工作日工作时间）

电子邮箱：zzxwxcz02@163.
com

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实
事求是来信、来电、发短信或电
子 邮 件 等 方 式 反 映 情 况 和 问
题。其他不属于巡察受理范围
的信访问题，非被巡察单位的问
题请按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举
报和反映。

特此公告

中共泽州县委巡察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9月1日

泽州县委扶贫领域
专项巡察公告

8月30日至9月1日，省采煤沉
陷治理工程领导小组深入我县，就
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进行调
研。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韶华
陪同调研。

省采煤沉陷治理工程领导小组
先后深入到高都、巴公、大东沟等乡
镇的 14 个采煤沉陷区搬迁安置项
目进行了走访，深入了解了我县采
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建设的
基本情况、存在的矛盾问题，了解项
目开工建设情况，土地征用期间存
在的矛盾问题，搬迁安置配套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准备情
况，以及是否做好相对应的工作措
施及建议。领导组对我县当前采煤
沉陷综合治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
示肯定，指出采煤沉陷区治理既是
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又是涉
及群众利益、透明度高、上级考核要
求严、工作难度很大的工作。各级
党委政府要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
责的精神，求真务实，把这件惠及老
百姓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在随后召开的采煤沉陷综合
治理工作推进会上，县发改部门通

报了全县 2017 年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工作推进情况；相关职能部门
就如何更好推进全县采煤沉陷区综
合治理工作各抒己见，提出意见和
建议；各乡镇负责人就各自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工作的完成情况和存
在问题进行了简要汇报；会议还传
达了省采煤沉陷治理工程领导小组
调研图中的指示要求，并对接下来
的采煤沉陷综合治理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会议还对当前长河生态修
复项目的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

李韶华指出，采煤沉陷区综合
治理是我县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
关千家万户的一项重 要 民 生 工
程。全县上下要进一步加大领导
力度，采取有力措施，确保责任落
实到位，依规操作到位，做到工程
监管到位；要狠抓各项工作的实施
进度，按计划逐项如期的推进综合
治理工作，争取在规定时间内保质
保量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要重点做
好安置小区建设、农村群众受损户
补偿安置工作，真正让群众利益有
保障，得实惠。

（晋 睿 娜 娜）

省采煤沉陷治理工程领导小组
调研我县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工作

（上接一版）但是，就在全村人兴
高采烈，积极准备“崖居探幽”休闲游
启动仪式的时候，7 月 19 日，一场 50
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给了全村人致命的
打击。

连续两天的特大暴雨，造成山洪
暴发。沿河两岸，一片注洋。大片良
田被淹没、被冲毁，玉米、谷子等农作
物全数泡汤。数十间房屋、院落受
损。进村公路多处冲断，河坝冲毁。
投资6万余元新修的仿古门楼基座松
动位移，新维修装修的游客接特中心
也受损严重，已开发的旅游道路冲毁
850 米；旅游山路垮塌近200 米，村民
节衣缩食多方筹措投入的二十多万资
金和多半年的辛勤劳动付之东流。

50 天时间，行人和车辆进不去，
出不来。7月21日，南庄行政村党支
部副书记王新仁突发疾病，肝硬化出
血，因道路不通，只好由八个人用担架
抬着，淌着河水出来，送往医院。8月
11号，一位64岁的村民突发脑梗，租
了一部越野车才送到城里。

里河人的梦想一时间被冲垮了，
原本预计7月27日进行的乡村游启动
仪式被迫搁浅。

众志成城

怎么办?等待势必错失良机，自救
必须众志成城。

在县委县政府、镇党委政府的深
切关怀下，坚毅刚强的山乡村民，很快
打起精神，不等不靠，主动捐款，开展
自救。

全村上至 70多岁的老年人，下至
刚能打工挣钱的“孙子辈”，一辈子务农

的老奶奶，以及嫁到外村几十年的“老
闺女”，纷纷慷慨解囊，拿出子女们孝敬
的“养老钱”，和打工挣来的辛苦钱。

72岁的侯荣香老太太，虽然常年
在孩子家里住，很少在村，却首先带头
捐款。她说：“这路也冲断了，村里人
也出不去，这怎么办呢?村里铺路，咱
得捐个钱吧。先捐了1000块，心理觉
得少，以后需要的话，咱再捐!”

53 岁的郝和孩，家里四口人，种
地为生，孩子在外打工。虽然家庭经
济比较困难，全家还是拿出 1500 元，
支持修路。他说：“不修路，进不来，出
不去，再困难也得支持。”

嫁到南庄村的老闺女，66岁的郝
桃孩，她家孩子在外打工，自己又没有
收入，生活并不宽裕，也捐了 200 元。
她说：“咱的娘家后受了灾，不捐点心
里过意不去。多少说话，尽一点心
意。”与她同样情况的还有郝永梅。就
连刚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的郝盼盼也
捐出500元工资。

在大同工作和经商的郝明生、郝
银生、郝树生弟兄三人，每人捐款
2000元，村里在外工作人员每人捐出
1000元，打工的捐500元，大家心往一
处想，共集资3万余元。

全村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齐心
协力，抗灾兴旅。

退休老干部郝国祥，在村里辈份
最高，最有威信，是里河村的主心骨。
他曾因股骨头坏死，做了手术，双腿行
动不便，得知家乡遭灾，他心急如焚，
拄着棍子回到村里。在人们泄气、失
望的时候，为大家打气鼓劲、撑腰壮
胆。他说：“有困难自己想办法去做，
人手不够自己想办法，没有钱自己想

办法”。鼓励村人自力更生、抗灾自
救。他拄着棍子走遍了全村的山山水
水，与第一书记王云一起，确定了每一
个景点。他出谋划策，多方联系，推动
里河旅游一步步前进。村里没有手机
信号，村人与外界联系不上，游人想预
定吃饭、住宿也无法打进电话。郝国祥
与相关部门多方沟通，最终移动公司安
装了信号接收器，初步解决了通信问
题。郝海桃大娘说：“要不是小叔郝国
祥，咱村的旅游弄不成。”在外工作人员
郝鹏程说，抗洪救灾、发展旅游，所有
这些工作，郝书记立下了汗马功劳。

村民组长郝鲁俊，从小就失去了
母亲，是吃百家饭长大，养成了坚毅的
性格。2015 年，全村人投票，他全票
当选为村民组长。选上村民组长后，
他带头修路，带头整治环境，把年轻人
都叫回来帮忙。原本在保险公司干了
十几年了，因忙于村里的事情，二者无
法兼顾，经过思想斗争，他毅然辞掉了
保险公司的工作。暴雨后第二天，河
水很大，他带领郝鹏程、郝守斌、郝隽
峰等几个年轻人，从城里回来，绕道陵
川，打着手机的灯光，从陵川山上的灌
木丛中淌着齐腰深的洪水，冒着生命
危险回到村里，查看灾情，领导生产自
救。开发景点，开通道路，他领着大
伙，一刀一斧砍出来。从去年到今年，
他往村里跑了无数趟。用车开他自己
的车，加油用他自己的钱。而作为村
民组长，他一年只有 800 块钱的补
助。“咱咬住牙也得干，不能让人家看
笑话。”他说：“有多大劲使多大劲。没
有资金，想办法筹，筹三千，就办三千
元的事；筹三万，就干三万的事。肯定
不能停，一停就会前功尽弃。”

南 庄 村
第 一 书 记 王
云，亲自下去
看 点 找 点 。
里 河 村 每 一
个 景 点 从 考
察 到 最 终 的
确定，都有他
的 意 见 。 去
年 气 温 最 高
达 三 十 四 度
那一天，他与
老 干 部 郝 国
祥等三个人，
一 个 点 一 个
点，把每一个
景 点 定 下
来 。 大 小 猪
嘴窑、透窟窿
窑 、寨 王 坪 、
阎王鼻、楼上
楼等景观，这
些 都 是 他 参
与 考 察 后 定
下 来 的 。 最

近，他又徒步往山里走，新发现了卧龙
槽、无底洞等即将开发的景点。村民
们说：“王书记放得下身段，吃得了
苦。景点的开发早迟离不开他。王书
记给我们出了大力了。”

县委宣传部驻南庄村帮扶工作
队队长晃晋峰，带着摄影师走遍每处
景点，将最美的景观拍摄下来，制作成
版面，同时还组建了里河崖里探幽俱
乐部，为里河旅游想了许多办法。

经过全村人合力打拼，修通了道
路，修复了农田，整治了村容，改善了
环境，也迎来了里河崖居探幽旅游的
美好春天。

喜人局面

里河崖居探幽乡村游的成功开
发，为游人提供了一个特色鲜明的旅
游项目，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郝鹏
程说，去年10月2日接待第一批客人，
到现在至少要有13000多人来过。尤
其是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人来的特
殊多，大大超出意料。四天时间，每天
至少 120 人吃饭，下午来的还不算。

“五一”当天就有 300 多人，根本忙不
过来，做饭做不过来。平时休息日，一
般也有三、五十人。

大山里的里河不再寂寞，里河人
的生活更有奔头。郝海桃大娘原来在
城里给孩子做饭，开发旅游后回到村
里，在自己家里开起了农家乐。去年
10月份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万多元的
收入。

“全靠党的政策好。如果不是开
农家乐，咱去哪挣个钱?”她一边热情
地招呼着客人，一边快言快语地说，

“63岁了，一年还能弄一万多块钱，不
错!来了人，一圪塔心劲。做做饭，让
人热乎乎地吃上喝上，收入也不错，也
热闹，也高兴。”

54岁的韩雪苗，和丈夫两人都是
勤快人，除了自己的承包地，将其他人
不种了的地也种了些，合计有近二十
亩。但仅靠种地的收入还不能致富，
是一个贫困户。小孩子在外打工，还
没有对象。开发旅游后，她家也开起
了农家乐。去年到现在也收入六、七
千元。

南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旭仁感慨
说：“是党的精准扶贫的好政策，给小
村带来了机遇。发展崖居探幽乡村
游，改写了里河村的历史!”

这一天，里河村人在村头的千年
大槐树下，立起了一块丰碑。郝鲁俊
说：“立碑，就是要让里河村的后人，永
远记住里河人抗灾自救的精神，永远
记住这股子感天动地的精神风貌，永
远记住里河村人不畏难、不退却、不泄
气、不服输的英雄气概，世世代代永世
不忘。激励里河村的子孙后代们，励
志前行，奋发向上!”

9月4日，我县召开点对点任务
交待、督查整改、问责到位环保工
作推进会。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张
建中，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李韶
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环保部《关于开展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
动巡查工作的通知》、《京津冀及周
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
信息公开方案》、《京津冀及周边地
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行动量化问责规
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强化督查方案》精神，并
查找我县当前环保工作存在的问
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李韶华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已
进入环保攻坚行动发力期，要严格
按照环保部督查组要求，认真贯彻
整改落实，不折不扣地把整改工作
落实好、完成好；要在全县开展一
次认真彻底的大排查、大整治，做

到底清数明、措施得力、高标准、严
要求；要敢于动真碰硬，不留情面、
直指问题，让相关负责人红红脸、
出出汗、坐不住，才能使之印象深
刻、触动内心；要强化问责，严格落
实“三个一律”，用严追问责倒逼绿
色发展强力落实。

张建中在讲话中要求，全县上
下要严格树立环保工作不仅在路
上还要紧绷这根弦的意识，意识到
环保工作重要性，进一步统一思
想、迅速行动，自我加压，持续用
力；要坚持问题导向，发现一起、解
决一起，问责一起，按照“党政同
责、一岗双责”要求，对推进环保工
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
责；要对督查整改工作中虚报情
况、弄虚作假，工作不严不实，在

“散乱污”企业和燃煤小锅炉排查
工作中瞒报漏报、逃避监管，2017
年以来，大气环境质量恶化严重以
及其他需要从严问责的“四种情
形”严厉问责，以实际行动为党的
十九大召开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高 思）

我县召开点对点任务交待、督查整
改、问责到位环保工作推进会

北义城葛中义农业合作社的圣女果喜获丰收。葛中义农业合作社种植
了42亩圣女果，从今年六月种植至今已有两次大批采摘。露天种植的圣女果
成熟一般在2——8月份，现在已经本收购完毕，由于北义城镇的独特地貌和
优质的土壤正好和南方收购圣女果的时间打了一个时间差，填补了市场的空
白。此次与河南滑县圣女果经销商合作，集中收购了一万多斤，发往湖北、泉
州、福州等地。图为圣女果分级、装箱的现场。 （泽 宇）

露营大会、音乐狂欢、摩托机车
巡游、航模飞行表演、瓜果采摘……如
何将这些精彩活动一网打尽？9月16
日，2017丹河湿地公园户外狂欢节将
在高都镇西刘庄丹河湿地广场盛大开
幕，各种时尚、动感、现代的活动将次
第上演，精彩纷呈。

本次丹河湿地公园户外狂欢节
是“秋风古韵·畅游泽州”第二届文化
旅游节的主要活动之一。由中共泽
州县委、泽州县人民政府主办，由高
都镇党委、高都镇人民政府承办，晋
城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担任活动指
导，山西奥美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独

家运营策划，经过紧锣密鼓的协商，得
到了多家户外、摩旅、弹弓、航模俱乐
部的友情支持和晋城市 10 多家企业
的合作襄助。

据悉，狂欢节将从9月16日下午
2点开始，持续到17日中午12点。期
间，市民和游客可以携家人、带孩子、
约好友在人工湖边扎起帐篷，在音乐
与灯光的映衬下，观星河璀璨，听鸟语
虫鸣，与湖光山色和丰收大地零距离
接触。届时，来自省内外上百名摩托
达人将欢聚一堂，轮番登场，畅享骑行
乐趣，给游客带来前所未有的户外狂
欢体验。

近年来，高都古镇依托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丹河湿地公园的秀美风
光、完善的绿道服务设施和晋城市后花
园的优越区位，致力打造成集古镇风
情、自然山水、户外运动、全民体验于一
体的户外休闲之都。尤其是境内的丹
河湿地公园，水光潋滟，百草丰茂，群鸟
啁啾，风景优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休闲游园、跑步健身。本次活动将“休
闲+旅游”和“观赏+体验”高度融合，相
信会进一步提升高都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吸引更多的人群关注高都、了解高
都、户外休闲首选高都，从而使“古韵泽
州·休闲高都”的名片更加靓丽。

感兴趣的朋友，可通过山西奥美
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官方公众号（奥
美林旅游，微信号：sxaomeilin）进行网
络报名。活动期间，主办方为所有报
名的朋友准备了免费大锅饭，为露营
的户外俱乐部和社会团体准备了烧烤
食材大礼包。目前，通过网络报名的
个人和团体已超过1000人，预计参与
人数将超过 2000 人。将丹河湿地公
园打造成晋城市绝美的后花园，打造
成晋城市民近郊休闲的首选目的地，
是高都人不懈的追求!

金秋时节，高都有约，户外狂欢，
你动心了吗？ （吴 丹）

“古韵泽州·休闲高都”

2017首届丹河湿地公园户外狂欢节即将开幕

近两个月来，金村镇革命老区柳
泉村在镇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村党支部、村委会积
极协调，精心组织，120个农户免费安
上了分布式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

柳泉村是革命老区，自然资源缺
乏，经济发展滞后。为扶持拓宽农民
增收渠道，促进生态产业发展，使全
村群众少出资或不出资就能都安上
太阳能光伏发电。村党支部、村委会
积极了解国家对光伏发电的扶持政
策，多次到市科技局、供电公司、县扶
贫办等部门进行咨询联系，到大箕、犁
川等乡镇实地了解调研。最终与晋城
市华西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了施工安
装合同。农户只需提供自己的房屋屋
顶，光伏发电的设备投资全部由工程
承揽方承担。全村农户只要房屋符合
安装条件，本人自愿就可免费进行安
装。安装完成后，前5年，发电收益的

90%用于归还设备的安装投资和贷款
利息，10%归农户的收益，如有故障，工
程承揽方负责免费维修。5年后，在还
清设备投资和银行贷款后，发电的全
部收益归农户个人所有，如有故障，工
程承揽方按成本价进行维修。此分布
式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设计正常使
用寿命在20年以上。

按国家规定，光伏发电标杆上网
电价为每千瓦时0.75元；国家对光伏
发电进行全额保障收购，并实行电价
补贴政策，光伏发电补贴标准为每千
瓦时0.42元，补贴政策20年不变。该
村每个农户一般安装在 10 千瓦容量
的光伏发电板，年发电量可达 1 万度
以上，一年总收入可达 1 万元以上，
其成本5 年左右可收回，并且安装后
基本无需专人照料，收入稳定，是家
庭困难农户脱贫致富选择发展的好
项目。 （牛国岐）

革命老区柳泉村120户农户

装上了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

风 雨 过 后 晴 更 好

大山深处的里河村因发展崖居旅游热闹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