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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宋跃伟 吴素静

“现在农活还不是很忙，得赶紧
把种植香菇的袋子装好，再消消
毒。”3月 19 日，在登封市唐庄镇郭
庄村村口，村民范新现和几个人围
坐在一起，为新一年的香菇种植忙
活着。

今年48岁的范新现种植香菇已
经有5个年头了，两年前他曾一度想
放弃。“我种了3个棚的香菇，因自己
不懂技术，加上信息不畅，前两年赔
了10万元。”

驻村工作队的引导和帮扶，让范
新现重拾信心。

郭庄村地处山区，全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 36户 116人，2016年退出贫
困村。但是由于村子自然条件差，按
照政策要继续加大扶持力度，确保群
众稳定脱贫。

去年 11月，登封市委统战部派
出工作队进驻郭庄村进行帮扶。工
作队在走访时了解到范新现的情况
后，不仅帮他请来了技术员，还让他
到外地去学习技术，为他协调资金，
联系香菇销路。

今年春节期间，范新现种的香菇

有了收益，“一袋香菇能挣七八块钱，
欠账也能还了。”范新现说。

掌握了种植技术，范新现的底气
更足了。开春后，他又加盖了6个香
菇种植大棚。种植规模扩大后，也吸
引了村里的群众来打工。64岁的张
结实是村里的贫困户，隔三差五就来
香菇大棚干活。“以前闲的时候就编
荆排，一个卖 5毛钱，一天最多也就
能挣10块。”正在帮忙给香菇菌筒摆
袋、消毒的老张说道：“在这里干活就
轻松多了，一天能挣三四十块。”

在工作队的帮扶下，不仅范新现
掌握了香菇种植技术，增加了收益，
贫困户的脱贫信心也增强了。

郭庄村第一书记张少杰告诉记
者，驻村以来，工作队除争取上级资
金推进该村基础设施建设外，还把发
展产业作为帮助贫困群众稳定脱贫
的重头戏。

“经过和村‘两委’研究，我们除引
导村民种植香菇外，还动员村民种植
大豆、小米等。”张少杰说，结合郭庄村
水质优良、适宜种植绿色无公害大豆、
群众有豆腐制作技术等优势，初步拟
定了郭庄村产业发展规划，计划以36
户贫困户为重点发展豆制品，以点带
面，带动全村增收致富。③6

香菇飘香富农家

□本报记者 代娟

3月 21日上午 9时许，在辉县市张村
乡裴寨社区，村民们带着小板凳、小马扎，
抱着孩子、搀着老人，聚集在裴寨老村那棵
见证全村发展的大槐树下，听全国人大代
表、社区党总支书记裴春亮分享参加全国
两会的感受，共同谋划美好未来。

自2008年起，裴春亮连续三届当选全
国人大代表，年年两会结束，裴春亮回乡的
第一件事儿，就是跟大家伙儿聚聚，说说会
议精神，聊聊裴寨新的一年该咋干。

“今年全国两会给咱老百姓带来了很

多惠民好政策，比如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等，中央还多次强调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利好一个接着
一个……”裴春亮一开口，人群中就爆发出
阵阵掌声。

“裴书记，你说国家要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央有没有说具体咋办啊？”听得激动，72
岁的赵忠勤忍不住站起来，向裴春亮提问。

“这次全国两会多次提到乡村振兴，提
出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和组织振兴这‘五个振兴’，给乡村振兴指
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子。”裴春亮说，“作为一
名基层农民代表，我感到很振奋。这两年，

裴寨靠党建引领全村发展，并吸纳大学生回
乡发展电商，看来咱裴寨的路子走对了，下
一步更得跟着中央加油干！”

如何让裴寨社区1万多口人都过上好
日子？裴春亮说，下一步社区将大力发展

“互联网+农业”，力争早日形成以太行特色
绿色农副产品为原料，集种植、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产业新格局；同时，依
托裴寨“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以及我省
第二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的

“金字招牌”，将裴寨打造成豫北地区别具
特色的红色旅游胜地，千方百计搭建更多
的就业创业致富平台。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通讯员
吕彦吉）3 月 20 日，记者从省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协调小组办公室
获悉，中牟县、通许县、新乡市红旗区
作为全省换届工作试点县（区）先行
一步开展换届选举工作，为全省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全面铺开
积累经验。目前，三个试点县（区）的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正有
序推进，预计4月底前全部完成换届
工作任务。

“两委”指村（社区）党支部委员
会和村（居）民委员会。据悉，这次换
届选举是全省首次统一安排部署的
村(社区)“两委”换届。此次换届，原
则上按照先党组织、后村（居）民委员
会的顺序统筹进行，并建立健全村
（社区）“两委”配套组织。根据要求，
全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在 3
月至6月进行。

“选好人用准人是换届选举的核
心任务。”新乡市红旗区有关负责人

表示，红旗区按照村（社区）“两委”职
数差额比例对参选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并教育引导党员群众把优秀人才
选进村（社区）“两委”班子。

通许县引导退伍军人、外出务工
经商返乡人员、农村致富带头人等优
秀人才 1800 余名，积极参与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目前已有15名
优秀人才经过资格审核后被推荐为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候选人。“全县
已有 271个村（社区）党组织确定了
正式候选人，304个村（社区）党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将在 5 日内全部结
束。”通许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全县294个村（社区）党
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全部结束，村
（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正稳妥
推进。”中牟县有关负责人表示，每个
村（社区）至少要选出 1名年轻党员
干部进入“两委”班子，专门负责基层
党建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③5

我省首次统一安排部署村(社区)“两委”换届

三个试点县（区）先行先试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推进‘厕所革命’，降低景区门票价
格，网络提速降费……一件件和群众利益
息息相关的实事，全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
告。大家看看，咱们老百姓多幸福啊！”

3月 21日下午，在新乡市糖业烟酒有
限责任公司的会议室里，刚刚从北京返回
的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正激情澎湃地宣
讲全国两会精神。从两会现场的见闻，到
会议上的政策利好，再到自己履行职责的
情况，买世蕊用群众语言奉献了一场“接地
气”的宣讲，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当天的100多位听众全部是身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来自新乡市财政局等多家单

位和团体的志愿服务队。买世蕊说，在参
加全国两会之前，这些志愿服务队就提前

“预定”了她的首场宣讲。
“非常振奋，现场听宣讲和看电视的感

觉不一样！”新乡高新区老年大学时装表演
老师冯金花说，买世蕊把感情倾注到了宣
讲中，很有感染力，把大家的爱国热情、干
事激情全部点燃了。

想点燃别人要先点燃自己。买世蕊告
诉记者，这次全国两会大事多、好事多，让她
开会期间天天兴奋得睡不着，一直想着要把

这些大事、好事尽快告诉新乡的乡亲们，把
自己感受到的“第一手喜悦”分享给更多
人。“目前我已经接到了十几个宣讲邀请，我
一个都没推辞，只要大家想听我就愿意讲！”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买世蕊共提交了
37条建议和意见，提交议案16件。据了解，
买世蕊2008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每
年提交的建议和意见都在50条左右，被全
国两会采纳的议案超过100件，她的议案有
力推动了黑网吧治理、大学生就业、留守儿
童教育等民生问题的解决。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20日，
由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生
产的 232件电子产品在线办结出口
报关单。至此，中国（河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以下简称“河南‘单一窗
口’”）业务量突破10万单，单量总数
居中部首位、全国前列。

2017年7月，我省被列入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标准版试点省份，并在
全省 18个省辖市实现国际贸易“单
一窗口”标准版全覆盖。据介绍，河
南“单一窗口”10万单业务量里，进口
业务量占38.7%，主要是集成电路、铜
矿砂、金属加工机床和农产品，进口申
报口岸集中在新郑综保区、郑州经开
综保区、新郑机场和郑州国际陆港；出

口业务量占61.3%，主要是电子产品、
汽车、铝材和纺织品，出口申报口岸集
中在青岛前湾保税港区、新疆二连浩
特综保区。综合比较，出口业务量大
幅超过了进口业务量，扭转了我省以
往进口业务量远高于出口业务量的局
面，形成了跨境电商进出口齐头并进、
竞相发展的良好态势。

省政府口岸办负责人表示，进入
3月份以来，河南“单一窗口”日均业
务量达 2293单，淡季呈现出井喷式
发展势头。下一步，河南“单一窗口”
将争取出口退税、税费支付、航空和
公路舱单及运输工具申报等新增功
能尽快落地，不断提升我省国际贸易
发展质量。③6

河南“单一窗口”业务量突破10万单
单量总数居中部首位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推土机
推平了旧房屋，大卡车在不停地转
运渣土，挖掘机正在把旧房的地基
和树根“连根拔起”……这是记者 3
月 21日在地处黄河滩区的范县张
庄乡后房庄村看到的情景。省国土
资源厅有关负责人说，今年我省将
加速推进黄河滩区迁建旧村土地复
垦整治，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完成首
批试点旧村的土地复垦，在新增耕
地的同时增加迁建农民的收入。目
前我省已完成旧村土地复垦面积
1705.36亩。

我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首批试
点共涉及封丘、范县、兰考 3个县 4
个乡镇 11个村庄，应搬迁的 16718

人已经全部搬迁完毕，旧村庄应复
垦的土地总面积为 2939.18亩。这
些旧村庄能否如期复垦成耕地，事
关能否实现滩区居民“迁得出、稳得
着、能发展、可致富”，事关我省能否
守住耕地红线。为此，从去年7月开
始，3个县国土资源部门对11个旧村
庄土地复垦进行规划、设计、立项和
招标，以尽快将旧村庄土地复垦整治
成耕地。据统计，旧村庄土地复垦
后，将新增耕地1900多亩。这些旧
村庄土地复垦后，耕地收益归集体所
有，用于补充迁建小区物业管理费
用，减轻迁建居民的生活负担。

目前，我省第二批迁建试点
11132户、40132人的安置区已全面

开始建设，并在明年春节前完成搬
迁。第二批试点共涉及6个县11个
乡镇26个村，旧村庄应复垦土地总
面积 5271 亩。省国土资源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滩区居民搬迁后，
国土资源部门将加快组织土地复垦
整治。

据悉，在我省全面实施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试点之前，兰考县在
2003年至 2007年从黄河滩区迁建
了 11个村庄。如今，这些旧村庄 1
个已经完成了土地复垦，其他村庄
和第一批试点的1个村庄已经全面
开始土地复垦整治，预计今年年底
前全部完工。届时，兰考县将新增
耕地约3723.6亩。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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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好声音”点燃“志愿红”

旧宅变良田 旧村换新颜
黄河滩区迁建旧村已复垦土地1705.36亩

3月19日，工人在社旗县产业集聚区民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加紧生
产。该公司积极参与“千企帮千村”活动，成立了汇博蚕业专业合作社，与两个
乡镇 331 户贫困户签订了产业扶贫带贫协议，承诺每年每户分红不低于
3200元。⑨6 申鸿皓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 3月 20
日从省林业厅获悉，截至3月19日，我
省已造林 203.36万亩，超过全年造林
任务251万亩的八成。

新春伊始，我省各地把林业生态
建设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抢抓植树
黄金时期，掀起春季造林热潮。山区
依然是今年造林的主战场，目前已完
成 91.7万亩，其中仅南阳市就已完成
山区造林33.76万亩。

分区域看，正在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的南阳市已完成造林 51.7万亩，在
全省造林规模最大、进展最快。此
外，信阳市、平顶山市、三门峡市完成
造林均在 16 万亩以上。省直管县
（市）中，兰考县、邓州市进展迅速，分
别完成造林4.2万亩、3.3万亩。③6

全省造林203万亩
任务完成超八成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3 月 21 日，旭日东升，郑州市
东风渠畔，垂柳依依，鸟儿欢鸣，晨
练的市民满面春风。⑨6

▲春日里的郑州生机盎然
▶鸟儿吟唱春天颂歌

绿柳迎春舞
风轻鸟儿鸣

春满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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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春亮 大槐树下话振兴

买世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