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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陈振旭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王
寨乡政府获悉，该乡组织领导
班子成员、33个行政村的支部
书记和村主任，深入各村观摩
最近一段时间的农村人居环境
工作开展情况。

观摩队伍每到一村，观摩
队伍先沿该村主要道路仔细查
看，再由该村村主干汇报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开展以来的主要
做法、经验教训以及下一步工
作打算。观摩活动结束后在乡
政府会议室召开了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推进会。参加观摩的人
员对各村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了打分投票，并现场公布了得分
结果，对排名前三的王古城、唐
村、牛庄给予了重奖，并上台做
了先进经验介绍；对排名后三的
村给予了通报批评，并上主席台
做了表态发言。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王小法

本报讯 11月3日，记者在
汝州市米庙镇米庙村3组张聚
才的田地里看到，从全镇各村
来这里学习“一年四熟”种植经
验的30多名贫困户人员正在认
真学习张聚才作物“一年四熟”
的种植方法。

张聚才介绍说：“萝卜收获
后将在这块地里种上菠菜，菠
菜收获后再种上洋葱，接着在
洋葱地里再套种上玉米，这四
种作物轮流间作，比传统种植
方法每年可增加经济效益3~5
倍。”近年来，米庙村委会经常
从市农技中心请来农艺师向张
聚才传授科技基础知识和种植
技术，不断提高他的科技水
平。在张聚才的带动下，米庙
村的8个贫困户搞起了“一年四

熟”种植法，很快走上了脱贫致
富之路。

米庙镇曹庄村党支部书记
张自伟是个种植能手。他流转
土地100多亩，并且在10亩地
里搞“一年四熟”。在他的带动
下，全村的“一年四熟”种植面
积去年已扩大到300多亩。为
了使全村16户贫困户迅速脱
贫，他以农家书屋为学习基地，
经常把贫困户和科技示范户召
集在农家书屋里学习农业科技
知识，并且帮助贫困户曹山贷
款3万元，搞起了大棚种植。今
年秋天，这个村的萝卜出现了
蚜虫，他们采用“以虫治虫”的
生物防治办法防治蚜虫，取得
了既环保又节约的良好效果。
今年春天曹庄村又在村头空闲
地上建了个瓜菜交易市场，并
且常年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
的瓜菜购销商建立了伙伴关

系，使村民生产的瓜菜不愁销
路。现在，这16个贫困户已基
本走上了致富路。

据该镇镇长梁帅军介绍，
今年以来，米庙镇产业扶贫领
导小组等协调沟通与河南农业
大学、汝州市农业局挂上了钩，
使这两个单位定期派技术人员
来米庙传授农业科技知识。为
了搞好“一年四熟”，米庙镇经常
召开典型报告会和现场观摩经
验交流会。近年来，米庙镇在全
镇种植能手中提拔4人担任村
委副主任或生产组长，又在种植
能手中培养预备党员6名，大大
提高了全镇村民科技致富的积
极性。截至目前，米庙镇“一年
四熟”种植面积已扩大到3800
多亩，每年可使全镇农民增收
3000多万元，帮助186个贫困
户从搞“一年四熟”种植法入
手，走上了脱贫致富道路。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梁睿拓

本报讯 11月1日，庙下镇
组织各工作片人员,以及24个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行
60余人组成观摩团，实地观摩各
村人居环境、廊道绿化、村室建
设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召开
2016年10月份村室建设廊道
绿化人居环境观摩推进会议。

观摩团每到一村，由村支部
书记对前一阶段三项工作的工作
措施、投入、成效及下一步的工作

规划及思路进行现场汇报，观摩
人员互相交流工作方法。

观摩活动结束后，在镇政
府会议室召开了2016年10月
份村室建设廊道绿化人居环境
观摩推进会议。会上，各分管
领导对本次观摩情况进行了点
评，参加观摩人员对各村的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打分评比，
并现场通报评比结果，对排名
前三的村，以以奖代补的形式
给予奖励，并由该村支部书记
介绍经验，后三名的村，支部书
记表态发言。

□特约通讯员 降海新 通讯
员 丁亚伟

本报讯 为检验全镇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11月
6日，陵头镇组织班子成员、包
村干部及各行政村村主干开展
人居环境观摩评比，现场点评，
指出不足，并对各村人居环境
治理开展情况进行打分，奖励
先进村，鞭策后进。

观摩组深入各村，重点对

各行政村的道路干净整洁情
况、生活垃圾处理情况、群众门
前杂物堆放情况进行了观摩，
现场听取了各村支部书记、包
村干部、工作片长关于人居环
境改善工作的情况汇报，同时
班子成员对所观摩的村现场点
评，指出亮点与不足。观摩活
动结束后，对各村的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成效进行打分评比，
最终评选出樊窑、朱沟、李窑、
养田、孟庄等5个先进村。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文图

11月5日，雨后初晴的磨
石村，天空湛蓝，空气清新，花
草翠绿。宽敞洁净的街道上，
村民曹大爷按捺不住内心的喜
悦告诉记者，真想不到在自己
的有生之年，下雨天能走出村，
到外面看看了。两年前的磨石
村一遇下雨天泥泞不堪，村民
们出不来也进不去。吃水更是
个老大难问题，90%以上靠到几
里外的邻村拉。如今托了扶贫
政策的福，水泥路修到家门前，

拧开水龙头就出水。
据该镇党委书记李浏记介

绍，磨石村属于寄料镇有名的
贫困丘陵山区村，自2015年以
来，为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短板，寄料镇响应国家、省、
市的号召，在扶贫开发上狠下
功夫，对贫困村制定了三年脱
贫规划。磨石村村两委紧抓这
一发展良机，在寄料镇党委政
府及帮扶单位市教体局全力支
持下，带领全村群众迅速行动，
为建设美丽磨石，打一场轰轰
烈烈攻坚战。该村用教体局资
助的12万元作为路基扩修基

金，雇钩机和铲车大干45天，把
全村12个自然村26公里的路
基扩宽到6米宽。该村两委又
想方设法筹集资金30余万元先
后硬化道路10余公里。实现了
全村主干道与县乡道连接，解
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投资30
余万元，新打深井一口，地埋管
5000多米，水泵两台，解决了农
民吃水难问题；美化人居环境，
完善村室建设，围绕新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解放思想，改革创新，
全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战
略。先后投资近百万元，安装路
灯、栽种风景树、绘制文化墙、建
设面积为200余平方米的高标
准党群服务中心、硬化活动广场
1800平方米。另外，该村新建
垃圾池5处，安放了垃圾桶78
个，组建了8人的专业清洁队伍，
使磨石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村民的生活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磨石村村主任董军涛满怀
信心地说：下一步，磨石村将在
各级领导的关心帮助下，为孩
子们建设一座标准的幼儿园。
该村在努力扩大养殖规模的基
础上，带领村民们迅速致富，大
力搞核桃、花椒等种植，争取让
磨石村早日摘掉贫困的帽子，
让乡亲们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
伟恒 通讯员 李根立

本报讯 11月4日，记者从
临汝镇政府获悉，进入10月中
下旬以来，随着“三秋”生产接
近尾声，临汝镇超前部署，抓住
农闲有利时机，统一组织，有效
协调，在全镇范围内集中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以崭新的工作成效迎接全市农
村人居环境观摩活动。

据悉，临汝镇拟创建星级
示范村的行政村分三类进行打
分排队，最后召开点评会，每类
的最后一名作表态发言，镇长
逐项分析问题进行点评，党委
书记重点安排工作提要求，强
调大干3个月，确保整体工作
走在全市前列。

该镇紧紧围绕改善人居环
境“怎么改、改什么、靠谁改”三

大问题，坚持以星级示范村创建
为抓手，要求现有的4个三星
级、11个二星级和11个三星级
示范村，分别晋级升星，提高目
标要求，增强改的指向性。近2
个月时间，各村共投入人工
7500余个，出动各类车辆300
台次，街巷环境综合整治64条。
该镇在中心镇建成了污水处理
厂，商业街东延、崆峒大道新建及
绿化亮化人行道彩砖配套等工程
基本完工，占地90亩的广成公园
功能齐全、设施一流，近期建成投
用向群众开放。李庄、武庄等村
共建成污水管（渠）网1.2万米、
污水处理设施16处，绘制墙体
画6000平方米，新建改建标准
化村室20个。全镇廊道绿化二
期流转土地1960亩，招标承包
工作结束，植树绿化工作正紧张
进行。镇政府新购洒水车、垃圾
自动清扫车各1台。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王国
锋 通讯员 张亚楠

本报讯 11月8日记者从汝
州市残联获悉，汝州市将对困难
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发放补贴，
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从即日起至

10日前尽快到户口所在地的乡
镇、街道残联申请办理。

据了解，补贴对象为：1.享
受最低生活保障并持有第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困难残疾人;2.持有第二代《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一、

二级重度残疾人。
望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尽快

在11月10日前，持本人身份证
或户口本、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最低生活保障证等
证件，积极主动到所在乡(镇、街
道)残联提出申请。

□记者 李春 特约通讯员 李伟
恒 通讯员 王召霞

本报讯 11月7日上午，寄
料镇召开了冬季防范打击非法
集资宣传月动员大会，镇全体

干部职工参加了此次动员大
会。

会议宣读了《关于开展
2016年第二次防范和打击非法
集资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详细介绍了宣传月活动分准备

阶段、实施阶段、检查总结阶段，
揭露非法集资犯罪的表现形式、
手法手段，分析典型案例等，宣
传方式是展板图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手册、赠送打击非法集
资挂历等。

“一年四熟”助186户脱贫致富
米庙镇已有3800多亩采用此法种植，每年增收3000多万元

磨石村靠脱贫政策实现“美丽蝶变”

寄料镇宣传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汝州市困难残疾人有补贴了

临汝镇抓住农闲时机
集中整治人居环境

陵头镇庙下镇王寨乡开展
人居环境治理观摩评比

风景如画的磨石村街景

陵头镇

庙下镇

王寨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