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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3月 27日，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我省 9个县
（市）、区被确定为县域节水型社会建
设达标县。

我省去年起开始组织县域节水
型社会达标建设工作，经过各地申
报，各省辖市水利部门初审，省水利
厅组织技术评估、现场验收后，把焦
作沁阳市、焦作修武县、洛阳孟津县、
三门峡义马市、许昌魏都区、许昌襄
城县、开封通许县、安阳林州市、安阳
汤阴县等9个县（市）、区确定为2017
年度县域节水型社会建设达标县。

据介绍，为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
设，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利部去

年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域节水型
社会达标建设工作。根据安排，到
2020年，北方各省40%以上县（区）级
行政区、南方各省20%以上县（区）级行
政区应建成节水型社会，我省有63个
县级行政区应达到节水型社会标准。

水利部去年组织制订了节水型社
会“评价标准”，要求节水型社会达标
的县区“公共场所和新建小区居民家
庭全部采用节水器具”，北方地区再生
水利用率不低于20%，受访公众70%
以上具有明显节水意识。对照标准得
分85分以上者达标，对达标县区实行
动态管理，三年一复验，达不到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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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欣

“单书记，来家里歇歇吧！”3 月
26日，在淮阳县白楼镇大郑村，村民
杜明全热情地向淮阳县委组织部选
派的驻村第一书记单东打招呼。

在杜明全眼中，这个脸庞黝黑、
嘴角带笑的城里人，给全村带来的变
化可不小：路灯亮了，水泥路通了，文
化广场建成了，村庄美起来了……

“做梦都没想到的事，竟然全实现了，
这多亏了单书记！”看到记者来采访，
杜明全激动地说。

2016年 5月，单东主动请缨到大
郑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虽然早
有思想准备，但到村里一看，眼前的
困难还是让他始料未及：村里道路坑
坑洼洼，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

扬；全村经济基础薄弱，没有像样的
产业；2015 年村人均年收入不足
2800元，全村458户 1997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 123户 513人；青壮年
纷纷外出打工，待在家里的，大部分
是老弱病残。

驻村后的第三天，单东主持召开
了全村党员大会，党员来了不到一
半，还有不少早退、打瞌睡。单东喊
破了嗓子，听进去的没几个。“大郑村
有 10个自然村，10个自然村的党员
干部心不齐，贫困村的帽子也就甩不
掉。”单东意识到，建个好支部，留下
带不走的工作队，才是治本之策。

找到了病根，就对症下药。单东
迅速组织对村活动场所进行了升级
改造，通过学习、座谈、培训等形式，
让村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多次召开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
完善村“两委”议事规则，重大支出及
时张榜公布；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培
养，注重把致富能手、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吸纳到党组织中来；组织村“两
委”成员出去参观学习，让他们开眼
界、换思想。短短两个月，党员的精
气神完全不一样了。

要想富，先修路。然而，拓宽
改造村道需拆除私搭乱建房，有的
村民不理解，工程进展不顺利。单
东就摆道理、讲政策，大小会议开
了十几场。终于在 2017年年底，村
内的大小路面全部硬化。在修路
的基础上，单东又多方争取资金，
投入到村文化广场、排污沟渠、光
伏发电等建设项目上，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环境美了，如何摘掉“贫困帽”？
单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加快帮助群
众增收致富上来：600平方米的扶贫
车间，让贫困村民不出家门就能打工
挣钱；邀请专家来村授课，精心培育
食用菌、家禽养殖等产业；调整产业
结构，依托淮阳丰富的旅游资源，推
动村民创业就业……在单东带领下，
村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干劲越来
越足，截至目前，该村的贫困人口下
降到34人。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产业扶
贫，增强贫困户的致富能力，力争让
他们在今年全部脱贫。”单东信心满
满。③4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马粉翠

3月26日，记者在卢氏县双龙湾镇
东虎岭村看到，金黄色的连翘花密密匝
匝地随着连绵的山势蔓延起伏，一座座
青山闪耀着金光。“连翘行情好的时候
一亩地能卖万把块钱，去年连翘价格回
落，一亩地也能收入四五千元。”东虎岭
村党支部书记莫红建高兴地说。

目前，东虎岭村10443亩荒山上
全部栽上了连翘，这个昔日的深度贫
困村已于去年摘下贫困帽子，成了远
近闻名的先进村。

卢氏县素有“天然药库”之称，野
生连翘资源丰富，面积高达 100 万
亩，连翘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四分之

一。2008年，卢氏连翘被认定为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卢氏县把连翘产业作为脱贫攻坚
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人工种植。该
县投入上亿元资金对野生连翘资源
进行清坡、建立围栏保护。同时，加
快人工种植步伐。2016年 5月，卢氏
县明确提出：每个贫困户种植一亩连
翘或核桃，并出台政策，贫困户每种
植一亩连翘，给予经济补贴90元。同
时在全县各乡镇、重点村连续举办连
翘种植技术培训班。

为做大连翘产业，卢氏县还持续
加大科研投入，与河南农大、河南中
医药大学等合作，建成了中药材组培
实验室和中药材种植研发中心等科
研机构，先后开展了连翘扦插育苗、

连翘种子资源库建设、中药材良种选
育等课题研究，加快县、乡、村三级服
务体系建设，为卢氏连翘持续健康发
展奠定了基础。

卢氏县还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带
动连翘产业化发展。河南昊宇实业
有限公司是当地引进的龙头企业之
一。按照协议，山区农民加入与该公
司合作的合作社种植连翘，公司一次
性给予每亩300元的补贴，每年每亩
给予 150元的管理费，提供有机肥，
公司实行保护价收购。种植连翘的
收益按三七分成，农民占七成，公司
占三成，群众无须投资一分钱。此举
大大激发了农民种连翘的积极性。

连翘花开时节，赏花游人络绎不
绝。卢氏县建设了文峪乡望家山集休

闲观光、科普科研于一体的连翘产业
观光园，连续举办豫西大峡谷连翘花
节，利用连翘蜜源，在70多个村发展
中蜂养殖，开发连翘花蜂蜜，加工连翘
花茶、连翘叶茶，形成了一批新的产
业。

两年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新
农村建设和全域旅游建设，卢氏县通
过组织专业队种植、间作套种、覆膜
种植等模式发展连翘，在全县国道、
省道、县乡道沿线和主要景区、景点
打造出 5个万亩基地和 34个千亩基
地。仅 2017年，全县就发展连翘种
植20.4万亩。目前，全县已有连翘生
产专业村50余个，连翘生产专业合作
社10个，带动6000余户2.3万贫困人
口增加收入。③7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3月 27日，
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教育部近日印
发《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根据通知说明和要求，为
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今年高
招出现了九大新变化。

这些新变化包括：中央部门所属
高校要严格控制属地招生计划比例，
合理确定分省招生计划，向重点高校
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倾斜；全面
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
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
考加分项目；加强对“高考移民”的综
合治理，依法依规防范和打击违法违
规跨省区市获取高考报名资格的行
为；强化对高中学生综合素质档案的
使用，在保送生、自主招生、综合评价
试点、高水平艺术团、高水平运动队、
艺术体育类专业、运动训练和民族传
统体育、高职分类招考等类型（以下简
称特殊类型）招生中，将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结果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进一步推进减少高校招生录取批次改
革，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及合并本科批
次的省份，要合理划定特殊类型招生
最低录取文化课分数线，不得低于合
并批次前的相应要求；进一步落实和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
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政
策，确保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都能在
流入地参加高考，对于不符合流入地
报考条件的考生，流入地省级高校招
生委员会要主动协调流出地予以解
决，原则上回流出地高考；进一步推进
高职分类招考，完善“文化素质+职业
技能”评价方式，形成符合高等职业教
育培养规律和特点的人才评价选拔模
式；严格规范中等职业教育与本科教
育贯通招生，严格控制招生学校、专业
和规模，以少数省属应用型本科高校
技术技能含量高、培养周期长的专业
为主；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
纠正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对考生文化课
成绩录取要求偏低的问题，逐步提高
录取要求并提前向考生告知。③7

最美基层干部

“来了单书记 村里变了样”

连翘花香致富路

今年高考有九大新变化

我省九县区建成节水型社会

桐柏：“一创五争”激活力 助力脱贫争先锋
□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武涛

淮源国生艾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锋是名老党员，通过“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带动80余户群众
发展艾草种植1000余亩，100余户贫
困群众在家门口幸福就业，该公司是
桐柏县百企帮百村示范企业，还被评
为南阳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而这只是桐柏县“党建+扶贫”的
一个缩影。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说，
桐柏县围绕脱贫攻坚，在全县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中开展创建扶贫先进
基层党组织、争当结对帮扶先锋、争当
创业扶贫先锋、争当驻村扶贫先锋、争
当技术扶贫先锋、争当行业扶贫先锋
的“一创五争”活动，让党员干部成为
脱贫攻坚战的中坚力量，助力山区贫

困群众摘贫帽。

夯实组织基础

桐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
来，该县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
优势转化为精准扶贫的强大动力，

“党建+扶贫”呈现深度融合、同频共
振、互促共赢良好局面。共成立了产
业扶贫、就业基地、驻村帮扶、督查问
责等19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县处级
领导干部担任组长，为全县12个扶贫
攻坚重点乡镇专职配备了扶贫党委
副书记，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夯实了组
织基础。

“工资报酬提高了，工作经费也有
保障了，工作咋能干不好！”平氏镇党
委书记刘启群感慨地说，村干部的工
作报酬标准刷新了历史，县财政还为

每位村干部每年缴纳 1000元的养老
保险,村均运转经费和服务群众经费
超过15万元。

在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该
县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和“双百双
十”工程，推进“百名机关干部驻村，千
名城乡党员结对，万名党员联户”，全
县每位县处级领导和正、副乡科级干部
及一般机关党员干部，每人分别结对帮
扶5户、4户、3户和1户贫困户，实现了
与全县所有贫困户的无缝对接，涌现出
了一大批“结对帮扶先锋”。共帮助贫
困户制定脱贫“菜单”4万余份，办实事
好事6万余件；新建100个精准扶贫就
业基地、100个光伏发电站，带动1万左
右贫困人口稳定脱贫；打造10个规模
化特色农业基地，实现农村10万人口
免费健康体检。

“双强”党员带头创业

村支书吕明军和刘国和是朱庄镇
上有名的香菇种植能手，作为敢于先
吃螃蟹的那部分人尝到了甜头。

“在县里的支持下，我与刘国和
创办了香菇种植基地。投资 600 万
元，可容纳近40万个菌袋。”吕明军向
记者介绍，他们利用到户增收资金，
免费给村里的贫困户每家 2000个菌
袋，有劳动力、有技术的贫困户可以
带回家自己种植；没有劳动能力的，
可以放在基地托管，收入部分农户得
六，基地得四，保证贫困户每年收益
不低于8500元。

近年来，桐柏县实施“支书+合作
社+农户+贫困户”的“党建+扶贫”模
式，号召有技术、致富能力强、带富能

力强的党员成立合作社带领贫困户
脱贫。同时，桐柏把农民群体中的入
党积极分子和党员干部培养成脱贫骨
干或致富能手，创新扶贫机制，通过鼓
励党员兴办实体经济，让其成为脱贫
的中坚力量。仅2017年，全县农村党
员创办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和家庭
农场就达到了3000余家，在专业合作
组织建立党支部42个，贫困户依托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有机茶叶、苗木
林果等18000亩，直接带动1.1万余名
贫困群众脱贫。

人才回归返乡回哺

借助实施人才回归全民创业战
略东风，通过亲情聚人、政策扶持、贴
心服务，吸引外出创业社会各界精英
返乡参与到扶贫致富中来，为全县精

准扶贫注入新活力。埠江高寨村人
杨闯，在外打拼多年，回乡后成立了
桐柏县鸿运种植专业合作社和河南
同轩中药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取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
模式，目前已辐射带动4个县 30余个
乡镇种植杭白菊，带动 1800 余名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据统计，该县实施

“回创”战略以来，有 1000 余名返乡
人士回乡创业，引导群众调整农业种
植结构达 1.6 万余亩，有力地助推了
群众脱贫致富。

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韩霞
说，在推进“党建+扶贫”的过程中，全
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积极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先锋模范作用，凝聚
起党建助脱贫攻坚的正能量，为社会
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3月 27日，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在北京举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戊戌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将于4月18日（农历三月初三）
在郑州市新郑黄帝故里景区举行。

今年拜祖大典主题仍为“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大典仪程共
分九项，分别是“盛世礼炮、敬献花篮、
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读拜文、高唱
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
和”。目前，大典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
密鼓推进。

大典期间，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郑州举行。此
次投洽会以专题推介、产业对接、项目
洽谈、展览展示为主要内容，策划

2018 中原开放发展论坛、2018 中欧
（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经贸
合作高峰会等一系列经贸洽谈活动。

在文化交流方面，4月 16日至 17
日，将举办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围绕“黄帝精神”的提炼开展专题
研讨。此外，还将举办“印说百家姓同
圆中国梦”百名篆刻家优秀作品展、第
四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同根同
源——全球华人汉字创意设计展”、全
球征集《拜祖文》等活动。

拜祖大典期间还将举行“老家河
南”文化周活动，对我省优秀文化作品
集中展演、展映、展播、展览和展销，让
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在来豫拜祖期间
听乡音、叙乡情、忆乡愁。③4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4月18日举行

春耕画卷
别样美

3月 27日，温县
温泉街道小南张村
农民在田间为西瓜
苗浇水。阳春三月，
多彩田园和劳作的
身影交织成一幅美
丽的乡村画卷。⑨6
徐宏星 摄

3月26日，郑州市经开区国际物流园锦程花园二期棚户区改造施工现场，
工人正在忙碌。今年，郑州市经开区将投资167亿元，用于安置房建设、村庄拆
迁、生态水系等10大类基础设施建设。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