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4月22日，记者从河南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暨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领导

小组会上获悉，2017年，我省农民工工作和返乡创业工作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农村

劳动力转移规模2939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去年，我省为农民工和用人单位

提供就业创业服务120多万人次

省内转移1762万人
省外输出1177万人

全年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2939万人，居全国第一位

其中

全省135.8万名贫困劳动力

实现转移就业101.1万人
其中43.4万人通过就业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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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以以高质量党建保障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周青莎

4月18日，记者走进许昌市五一街道办
事处樊沟社区，街道两旁商铺林立，车辆川
流不息。

“看那座酒店气派吧，沿街这些门面房
都归社区集体所有，我们的腰包鼓起来全靠
这些集体经济。”社区居民甄美英指着不远
处一栋20多层高的红色大楼说。

樊沟社区地处许昌市铁西老工业区。上
世纪80年代，因国有企业建厂需要，樊沟村土
地被大量征用，成为许昌市第一个无地村。

失去土地的樊沟，如何发展成远近闻名
的“富裕户”？采访中，社区居民不约而同说
出了答案：“我们有一心替群众着想的好书
记老安和社区党组织。”

搞改革：党组织成为群众主心骨
回想刚失地时，75岁的李丙照连连摆

手：“唉，那时候村里欠一堆债，村民靠村里
发的每人每月40元的房屋租赁费生活，许

多人只好外出打工。”
1997年，38岁的安国明当选为村党支

部书记，村里一穷二白的困难景象和群众期
待的眼神，令他彻夜难眠。

“必须发展集体经济，让樊沟的父老乡亲
过上好日子。”安国明召集社区“两委”班子反
复讨论，决定集资将现有门面房重建，实现集
体增收、居民增利。“新楼盖不起来，钱打了水
漂可咋办？”大家顾虑重重，没人愿意干。

“党员干部带头，谁不带头还不如辞职
不干。”安国明拿出全部家底，交上第一份集
资款。在他的带领下，社区“两委”班子挨家
挨户做工作。

2002年，第一座门面房竣工并顺利出
租，租赁费一下子翻了几番。从此，党组织
成了群众的主心骨。

为群众：比自家考虑得还周全
尝到了甜头，大家积极性高涨。樊沟社

区的旧房逐渐被一座座新楼代替，租赁收入
增长十余倍。

“门面房全部归集体，任何人不能买
卖。”为了给居民留下可持续增收的资产，安
国明定下了铁规矩。

如今，樊沟社区居民养老待遇从过去的
每人每月 40元增至 1500元左右。老年人
有了保障，年轻人怎么办？安国明大胆提出
股份制改革的思路。

2015年樊沟社区通过居民退休股权分
配办法，确立了以退休养老为主、家庭股权
为辅的收入分配模式。樊沟社区集体经济
收益的惠及面从享受退休待遇的100多人

扩展到1000多人。居民小樊分到了80股，
他说：“股权改革让樊沟的年轻人也享受了
红利，大家对社区的感情更深了。”

现代化的养老院，70岁以上老人免费
吃午餐，长期入住不仅打折，社区还补助
500元。近几年，社区“两委”班子还带老人
们坐飞机、看大海、游台湾，费用由社区出。

抓作风：绝不往兜里揣一分钱
“老安没一点架子，但是有威信，为啥？

他一心为群众，从不想着自己捞好处。”甄美
英说。

社区里不管谁家结婚、生孩子，或者有
病人，老安都要去表表心意，但是他自己从
不收礼。

“我是党员，必须干干净净，绝不往兜里
揣一分钱。”在安国明的带动下，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个个严于律己。有着50年党龄的
李丙照感慨地说：“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如果
不是党员带头走在前，干部群众拧成一股
绳，我们社区哪能有今天的发展！”③6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4月22日，卢氏县双龙湾镇东虎岭村朱
小朝家的院子里，樱桃树青果累累，牡丹盛
开，蕙兰飘香。房顶，师傅们正忙着为朱家
铺装瓦片。

“第一批房屋改造 36 户，主要修葺房
顶、加装栏柱、土墙外粉、庭院治理。这些都
不用我们出一分钱，我在施工队打零工，一
个月还能再挣一两千元呢！”朱小朝边干活
边对记者说。

东虎岭村位于卢氏与陕西洛南接壤的
群山中，全村10个村民组近千人，贫困发生
率51%，一度是偏僻、贫困的代名词。2017
年年底，东虎岭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8%，达
到了全村脱贫摘帽标准，成了市、县、镇精准
扶贫的模范村。

“工作队没有来之前，村里没有桥、路不
通，村民种粮食挖药材靠天吃饭，没有一点
儿集体经济。”村支书莫红建回忆。

省人防办协调各方资金修建了横跨洛
河的“民心大桥”，从此两岸村民耕种劳作、
孩子上学不再赤脚涉水；硬化了全村10个
村组的道路，彻底解决了村民出行难题；修
建了4座水窖，铺设18千米引水灌溉管道，
结束了“靠天吃水”的历史。

村民要富，产业必兴。“东虎岭的自然气
候适宜种植中药材，尤其是连翘。连翘一般
3年挂果，5年进入盛产期，只要加强管理，
可连续收益数十年。”省人防办前任驻村第
一书记熊志强说。

扶贫队动员党员带头，请来农产品公
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与村
里的连翘种植户签订土地流转协议种植连

翘，目前种植面积已发展到4400亩，实现所
有贫困户全覆盖。

“每亩连翘能收三百来斤，每斤 20元
就能有超过 6000 元的收入。为了保证连
翘的质量和品牌，合作社已经购置了烘干
设备，正在建设一个烘干加工厂，计划再建
一个包装厂。”连翘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韩建
武说。

村子要美，规划先行。东虎岭村依山傍
水，民风淳朴，宛若世外桃源。在扶贫队的
帮助下，村里进行了美丽乡村建设规划，依
托一山之隔的4A级双龙湾景区，开发豫西
风情民居休闲度假区。

“下一步将围绕旅游开发，推进大环境
改造、危房改造，将来洛河拦河大坝建成蓄
水，村民也可在三产融合中获得红利。”现任
驻村第一书记王东信心满满地说。

从镇政府沿洛河到东虎岭村 7公里的
三级旅游环线路基已经完工，600平方米娱
演一体的文化活动广场、6700平方米的生
态停车场已经竣工。集餐饮、住宿于一体的
游客服务中心已经封顶。洛河边一排排黄
白相间的两层易地搬迁房已经竣工，正在进
行庭院硬化和绿化。

“游客春天来了欣赏连翘花海，夏天来
了玩水避暑，秋天来了果园采摘，冬天来了
访友叙旧。一年四季，东虎岭都会敞开怀
抱，迎接远客。乡亲们种药材开农家乐，富
足的日子不远了。”说起未来，莫红建笑得合
不拢嘴。②40

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古城内，白族民居错
落有致，古色古香的石板路穿城而过，通达古城中心剑
阳楼。剑阳楼往南不到200米，有一栋庄严肃穆的二层
小楼——张伯简纪念馆。目前，纪念馆布展工作正紧锣
密鼓地进行着，预计今年内开馆。

张伯简，1898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白族，早年曾入
滇军。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为追
求真理，他辞去滇军中的军需官职务，远渡重洋，赴法国
勤工俭学。

在法国期间，张伯简参加了由赵世炎、李立三等人
组织的“劳动协会”的活动和法、德两国工人运动，在斗
争实践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1年冬在德国
柏林加入共产党。

1922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巴黎共同创建
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被选为组织委员。1924年，
张伯简回到阔别5年的祖国，在上海和京汉铁路从事革
命活动，继而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任中共中央出版部首
任书记，负责过党刊《向导》和《中国青年》的编辑发行工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1925年 1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张伯简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团中央
农工部主任。1925年秋奉调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执行
委员会委员、军委书记等领导工作。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张伯简还努力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他编纂的《社会进
化简史》一书，是我国较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阐述人
类社会发展史的理论著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
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将此书作为学
习唯物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书目予以推荐。

1926年 8月，张伯简参加省港大罢工，领导群众开
展斗争，因积劳成疾，不幸在广州病逝，年仅28岁。

（据新华社昆明4月23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通讯员 张苗）4月23日下午，
由省委省直工委、团省委联合举办的“青春建功新时代”省
直机关青年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会上，来自省纪委监察委、省政府办公厅、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等单位的8名青年代表结合工作职责、个人经
历，现场分享了学习体会。

“作为一名新闻舆论工作者，学习好宣传好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命在肩，责无旁贷。”河南
日报时政要闻采访部记者刘勰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
求我们要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今后，
我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到一线
采访写作实践中，用真实的事例、贴切的语言、鲜活的镜头
反映河南波澜壮阔的新实践，展示中原发展的新境界。”

会议指出，全省省直机关青年干部要把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在首位，通过深入学、
系统学，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初心使命、政治品格、价值
追求、精神境界、实践要求，从内心深处建立起对党的创
新理论的高度认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两个坚决维护”
的政治自觉、转化为坚定信仰信念的思想自觉、转化为
不懈奋斗干事创业的行动自觉。

据悉，近日省直各级共青团组织广泛开展了主题团
日、座谈交流、知识竞赛、在线互动等学习教育活动，在
省直机关青年干部中持续掀起了学习热潮。③4

张伯简：
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筑牢崇高信仰
把握青春航向

卢氏东虎岭向美丽进发

去年我省农民工工作和返乡创业工作成果丰硕

2939万人 劳动力转移规模全国第一

樊沟社区：党旗红 社区强

4月19日，立陶宛经贸代表团一行来到南阳市卧龙
区石桥镇中国月季交易网种植基地考察南阳月季。在
考察中，外国客人对南阳月季赞不绝口，希望将其引进
到立陶宛国。⑨6 陈辉 摄

4月23日，郑州市
经开区滨河国际新城
蝶湖水域碧波荡漾，春
意盎然。正在建设中
的滨河国际新城总占
地面积约 10.47 平方
公里，拥有曹古寺水
库、蝶湖、潮河等景观
资源，区域内的水系面
积总计约 1300亩，建
成后将成为郑州市海
绵城市示范区。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返乡创业成潮流

去年，我省为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搭
建对接平台，提供就业创业服务 120多
万人次。全年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就业
2939 万人，居全国第一位，其中省内转
移 1762 万人，省外输出 1177 万人。全
省 135.8 万名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101.1万人，其中43.4万人通过就业实现
脱贫。

为调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性，全
省评审认定了20个省级示范县、28个省
级示范园区、50个省级示范项目和30个
助力脱贫攻坚优秀项目，分别给予200万
元、50 万元、15 万元、10 万元的奖补资
金，成功申报鹿邑县等21个县 (市)成为
国家级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县。

农民工权益保护挂钩“政府业绩”

为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省政府成
立了省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领导小
组，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纳入各级
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2017年，全省
共办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 7783件，为
13.76 万名农民工追讨工资报酬 8.55 亿
元，欠薪案件、涉及农民工人数和金额同
比分别下降 3l%、8%和 32%。全省法律
援助机构办理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2.7万
件，为 2.9万名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或取
得利益5.9亿元。

截至去年年底，包括农民工在内，全
省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为 96.8%。2017
年省内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122.48万人、医疗保险34.59万人、工伤保
险199.53万人、失业保险59.01万人。

魅力滨河
春意浓

（上接第一版）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位、坚定践行
落实上下功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中央财经委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在博鳌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对深入贯
彻新发展理念、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面向
未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等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推出一系列
重大举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抓好落实，把
全体政协委员的智慧和力量汇聚好、发挥好，紧紧围绕大
局履行好职责。要坚持把改革的思维、创新的理念、开放
的胸襟贯穿到政协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向高标准高质量
高效能对标。要认真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发挥好党建工
作对政协整体工作的统领、保障、提升作用，严格执行党的
纪律和宪法、政协章程，努力在增强“四个能力、八个本领”
上不断取得新成效。③7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集体学习会

进城有房住 孩子有书读

去年全省共安排农民工随迁子女入
学75.75万人，入学率达99.9%，基本实现
了“应入尽入”，其中入公办学校比例
87%。全省投入3.5亿多元，支持40万多
名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

在居住方面，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纳
入当地住房保障范围，并将进城务工人员
纳入缴存住房公积金范围，2017年全省新
开户缴存人员74.98万人。同时，积极推
进未落户农民工持居住证享受城镇基本公
共服务。优惠的政策吸引了更多农民成为
市民，去年全省新增城镇人口230多万人。

实施“巧媳妇”工程，促进农村留守妇
女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全省已建各类“巧
媳妇”工程基地及项目点 3.2 万个，帮助
80多万农村妇女实现就业。③6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