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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九十天决战四季度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役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打响脱贫攻坚大会战
□黄河时报特约撰稿 木易
进入 10 月份已步入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如何圆满
完成今年的脱贫攻坚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 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从国庆节上班的第一天起便向全区发出号召，
从 10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在全区开展脱贫攻坚“大
干九十天，决战四季度”会战活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翻
身仗。
脱贫攻坚是我国三大攻坚战之首， 为了打好这场事
关全局的战役，进一步贯彻落实《三门峡市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示范区党工委、管委会制订了《三门峡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脱贫攻坚“大干九十天， 决胜四季
度”活动实施方案》。 该方案从指导思想、会战目标、会战
任务、保障措施等四大方面进行了具体规定。 其中会战任
务中就明确规定了“开展问题整改专项行动”“开展行业
扶贫政策落实专项行动”“开展产业扶贫专项行动” 等十
项专项行动共 38 条内容，而且各项内容不仅明确具体任
务，还明确具体责任单位、责任领导与完成时限。 会战的
目标为，通过实施大会战活动，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
确重点任务，补齐短板，扎实推进，以超常的力度、超常的
举措、超强的毅力，圆满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确保全
区脱贫攻坚整体工作进入全市先进行列， 彻底扭转被动
落后局面。
为了确保会战活动按照既定目标实施， 实施方案要
求区纪工委加大作风建设专项治理力度， 对会战活动部
署贯彻落实不坚决、不到位、弄虚作假的，工作推进缓慢、
搞形式主义的，作风漂浮、效果不明显的，一经查实，坚决
予以通报曝光， 并严肃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
责任，确保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质监分局——
—

开展对话与谈心活动
促特种设备安全生产
为推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内生产经营单位落实特
种设备安全主体责任， 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
底线思维，中秋国庆期间，质监分局对辖区内起重机械、
压力容器、 压力管道及电梯的生产和使用单位开展了对
话谈心活动。
对话谈心主要围绕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操作规
范、维护保养、申报检验以及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安全档
案等法定义务的情况展开。 质监部门负责人与相关单位
主管特种设备安全的责任人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结合企
业生产经营实际宣讲了《安全生产法》《特种设备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中相关内容，现场抽查了起重机、电梯等部分
设备的运行情况， 并针对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了整改意
见。 同时，还邀请了河南省锅检院、特检院三门峡分院的相
关专家深入有关企业现场解决特种设备运行中出现的安全
问题， 并督促 11 家单位签订了特种设备使用安全承诺书。
李亮

荒山变成“花果山”
日前，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柿子园村
许家山牛奶 SOD 苹果基地， 农民企业家杭绍宗正在采摘
苹果。 1995 年，杭绍宗承包了许家山荒山 300 余亩，种植
有机苹果。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他种植的牛奶 SOD 有机
苹果已达 260 亩，不仅让昔日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还
解决周边群众 100 余名就近就业问题，并让品质优异的许
家山牛奶 SOD 苹果打入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苹
果供不应求。
彭红勇 摄影报道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为回顾 40 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展示改革开放 40 年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工农业以及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多角度、多侧面
反映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从即日起，本报将开辟“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专栏，带你重温改革开放往事，聆听新时代改革开放足音，以激发示范区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干事
创业的内生动力。

“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报道

巧 手 绣 出“新 天 地 ”
□黄河时报特约撰稿 贵平 木易 文 / 图
一位农家女，从
1985 年开始， 在改革
开放的大潮中拼搏奋
斗 30 余年， 将一个民
间的手工刺绣作坊发
展打造成为一个自动
化生产线的绣品企业，
并 为 周 围 村 庄 的 200
余名贫困妇女姐妹提
供了就业岗位与免费
技术培训。 2016 年，她
创建的企业被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妇联命
名为示范区巧媳妇创
业就业示范基地；2017
年， 经示范区妇联推
荐，她的企业又被三门
峡市妇联、市扶贫办命
名为“巧媳妇”创业就
业工程示范基地。 她凭
着一双绣花的巧手，在
自主创业的领域里，绣
出了一片
“新天地”。
妙相夺天真，针针
巧入神。 走进三门峡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营村彩云刺
绣店，映入眼帘的《富贵平安》《满
堂红》《天鹅戏水》 等精美绣品，令
人目不暇接、叹为止观。 而店内醒
目位置悬挂的
“劳动模范”“致富女
能手”“优秀共产党员”“诚信经营
示范店”等荣誉奖牌，更让人们对
店主人平添了几份敬意。
这家店的经理名叫孙彩云。 她
是土生土长的大营村村民， 在 30
多年的创业路上，以勤劳善良的品
格、诚信经营的理念，不但为自己
的家庭创出了一条致富路，也为身
边的贫困家庭妇女、失地妇女及下
岗女工创出了一条自食其力的就
业之路。
1985 年，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孙彩云尝试着在家里用一台普
通的缝纫机加工一些枕套、 床单、
门帘、鞋垫等绣品，然后拿到集市
上卖，生意竟意想不到的好。 1987
年，孙彩云在三门峡西站租了一间
门面房，办理了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等手续， 专门经营自己的绣
品。逐渐地有一些客户找上门来签
订单，生意越做越红火，这时她加
班加点制做的绣品已难以满足客
户的需求了。
经过数年艰辛探索，孙彩云认
识到，要想把自己的绣品产业做大
做强， 就必须走科学发展之路，用
先进的工艺设备替代落后的工艺
设备，以提高产品的质量；用规模
化生产取代家庭式的手工作坊，以
提高产品的数量，满足日益增长的
市场需求。 2002 年 5 月，孙彩云筹

费传授技艺； 她帮扶失地
妇女与下岗女工， 平均每
年为她们提供就业岗位
30 余个，使她们不用出远
门打工便可增加经济收
入。
日前， 在孙彩云的绣
品生产车间， 笔者看到一
排排电脑绣花机前， 女工
们个个娴熟地操控着机
繁忙的电脑绣品生产车间 器。 现年 28 岁的刘慧娜，
是陕州区温塘村的一名失
地妇女， 在这里已经工作
感谢孙大
了 3 年， 她说：“
姐给了我就业的机会。 每
天工作 8 个小时，加工 70
余件绣品， 月工资 3000
元左右。”在孙彩云的绣品
销售店内， 现年 54 岁的
张娟霞一边哄着小孙女，
一边缝制着一件布老虎靠
垫工艺品。 张娟霞是大营
孙彩云（右）在向顾客介绍绣品 村 21 组的村民， 利用闲
暇时间在绣品店做零工已
资 100 余万元， 从浙江购买了数 有多年， 她说：“在家闲着无聊，在
套自动化绣花机流水线设备，租下 这里干点力所能及的活儿，月收入
4 大间房屋做生产车间，建起了三 近 2000 元， 既增加了家庭收入，
门峡地区最先进的绣品企业。
也不耽误照看孩子，挺好！ ”
“期间，我和丈夫一起赴郑州
据了解，在孙彩云绣品企业务
高新区， 分别参加了绣花排版、设 工的人员多为示范区及周边村庄
计、技工、修理等相关技术培训。 回 的贫困家庭妇女，她们有的来自禹
来后，又参加了网络绣花机技术培 王路街道办程村、冯佐，也有大王
训远程教育课程的学习。 ”回忆起 镇董家、神窝，还有阳店镇小河、方
当年的创业经历， 孙彩云感慨不 家河等村庄。 据介绍，近年来孙彩
已：
“特别是在郑州受训期间，我们 云已帮助 200 多名妇女姐妹，使其
俩常常是白天跟师傅学理论、学技 拥有了独立的创收能力。
术，晚间和夜班的工人一起在机器
2017 年 3 月， 孙彩云的刺绣
上加班练习操作技能，一天下来整 店被市妇联、市扶贫办命名为“巧
个人常常累得像散了架一般。 ”
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 30 多
随着彩云刺绣店知名度的提
年的创业努力，如今孙彩云的刺绣 高，市妇联、市扶贫办、示范区、湖
店已进入了全新的电脑绣花时代， 滨区等单位及乡镇相继组团前来
已成为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参观学习。 作为为贫困家庭妇女创
区小有名气的创业模范，多次受到 业就业、脱贫致富搭桥引路的一个
村、街道、区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嘉 示范基地， 孙彩云既感到自豪，又
奖。 在 2005 年的黄河旅游节期 意识到责任重大。 她表示，一定不
间，她的刺绣展品曾被新闻媒体报 辜负党和政府对自己的关怀和期
道关注；2014 年 11 月， 她代表三 望，要与时俱进，使自己企业的产
门峡产业集聚区，参加了第三届中 品质量和生产规模上再上一个新
国特博会三门峡妇女手工制品展 台阶，为更多的妇女姐妹提供技术
览，其精湛的刺锈工艺品赢得了省 培训和就业岗位，为示范区及三门
内外客商的赞誉。 随着业务的不断 峡市的脱贫攻坚做出力所能及的
发展，她的订单客户也由三门峡地 贡献。
区，扩展到山西、陕西等地，其产品
畅销晋陕豫二十余个地市。 孙
彩云的绣品企业资产已积累
到数百万元。
自己富裕了，孙彩云并没
有忘记回馈社会，没有忘记身
边的妇女姐妹们。 她情系贫困
家庭妇女，常年热心为她们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