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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表兄弟 脱贫竞风采

本报讯（通讯员 师红军)5月23日，在鲁山县辛集乡佳尚
农业种植基地，数千亩软籽石榴树枝繁叶茂，迷迭香郁郁葱
葱。正在林间除草的村民高艳丽告诉记者：“俺在这儿干活
已经2年多了，每月能收入2000多元。”

在鲁山，像佳尚公司这样，通过发展林业经济帮助群众
脱贫致富的林业经济实体共有100多个。

鲁山林地面积212万亩，是全省25个以林为主的山区县
之一。近年来，该县积极实施“生态建县”战略，在发展林业
生态的过程中，注重林业扶贫，以项目为支撑、以科技为抓
手、以创新为动力，不断提高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让绿
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围绕林业主导产业，鲁山选好项目，招大引强，发展生态
经济，在扶持政策、帮扶力度、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精准发
力，连出“组合拳”。

该县出台了鼓励支持贫困户参与植树造林的优惠政策，
对造林验收合格的地块，除享受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外，还
为贫困户每亩另补助200元至300元。

按照“户有致富项目，村有特色产业，乡有主导产业，县
有支柱产业”的思路，县林业部门规划创建了一批生态村镇，
打造一批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基地，陆续建成了蓝莓、葡
萄、酥梨等十大生态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实现了贫困户就近
就业，并为天然林、特色经济林进行投保，实现了规模种植经
营的贫困户全覆盖。

此外，全县设立 800多个生态保护公益性岗位，建立了
15支专业森林抚育队，建档立卡贫困户经培训，成为生态护
林员、森林抚育员，不出远门就能有收入。

点绿生金，林业助脱贫。目前，全县形成以优质酥梨为
主的水果产业集群、以核桃为主的干果产业集群、以玉兰花
卉苗木为主的育苗集群三大产业集群，经济林种植面积达36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54.66%，森林蓄积量达525万立方米，林
业生态扶贫涉及23个乡（镇）432个村，初步实现了“生态文
明、经济发展、群众增收”的目标。6

□本报通讯员 杨沛洁

5月 23日，叶县邓李乡张高村的一处棚舍里，20多头牛
或站或卧，今年30岁的村民王军行正在准备草料……依靠养
牛，王军行去年脱了贫。

王军行家里有病人，孩子正上学，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2016年，叶县启动亿元“脱贫助力贷”项目，为想上
项目而缺资金的贫困户贷款。

附近多个村庄有养牛的传统，王军行也想搞养殖，却没
钱买牛。2016年年底，5万元的小额贷款到手后，他便建了
简易牛棚，买了6头牛养起来。

2017年年初，第一批牛出栏，他利用赚的钱买了10多头
小牛。“每天分四顿喂，上午喂精一点的草料，中午喂青草
……”提起养牛，王军行说得头头是道。

由于勤劳肯干，当年他家就脱了贫。如今，王军行家的
养牛场里已经有24头牛，他打算把牛多养几年，生的崽长大
后再繁殖，依靠养牛让日子红火起来。

“另外，我还要努力，与苑向伟比试。”他说。
“苑向伟是谁？”记者问。
王军行走出牛棚，指着南侧几十米外的另一处棚舍说：

“苑向伟是我表哥，那就是他的牛棚。”
此时，苑向伟刚好从牛棚里出来。由于牛棚挨得近，两

人几乎每天都会在一起交流。
苑向伟也曾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看到王军行养

牛效益不错后，苑向伟找表弟学习养牛。拿到5万元小额贷
款后，他就在王军行的养牛场旁建场。“离得近，主要是方便
我学艺。”苑向伟笑着说。

苑向伟一开始买了几头母牛，繁殖后卖出很小一部分，大部
分留着继续繁殖。很快，他圈里牛的数量超过了表弟的，达到了
33头。2017年年底，他和王军行同时拿到了脱贫光荣证书。

兄弟俩表示，他们对养牛有很大信心，不但要比赛谁的
牛养得好，还要联合起来，共同把养牛场做大，实现共同富
裕。6

鲁山：点绿生金助脱贫

□本报通讯员 郭风丽 王晓磊

平坦整洁的水泥路、红顶白墙的农家
小院、明亮耀眼的节能路灯……不曾想，2
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贫困村。“要说有什么好
经验，我们就是强基固本抓党建。”5月 23
日，舞钢市枣林镇韦庄村驻村第一书记刘
侠在谈起扶贫工作时坚定地说。

聚焦扶贫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
近年来，舞钢通过实施“三建三强化”工
作法，即建强脱贫攻坚指挥部，强化党委
主体责任；建实临时党支部，强化驻村工
作合力；建活积分管理制度，强化党员先
锋作用，将党的“主业”与脱贫攻坚“主责”
的有机结合，探索出一条“党建+脱贫”新
路子。

5月 16日，在八台镇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会议上，该镇领导班子一一汇报自己所

包村的扶贫工作进展情况。“我们每周都开
会，总结上周工作并安排本周的扶贫工
作。”该镇党委书记郭志钢说，他是脱贫攻
坚领导小组组长，是第一责任人。

为了强化党委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责
任，该市在市、乡（镇）两级均成立了以党政
主要领导牵总挂帅的脱贫攻坚领导组织，
并成立了以市委常委任指挥长的脱贫攻坚
各专项指挥部，将脱贫年度目标任务、年度
工作安排、工作完成时限等内容明确到责
任单位、落实到责任人。同时推行县级领
导包乡镇、市直部门包贫困村、党员干部包
贫困户，真正做到在党委领导下实现工作
到村、扶贫到户、任务到肩、责任到心。

“我们村委无论谁有什么好点子，都叫
上李书记一起商量，定下来就一起干。去
年全村脱贫了123户。”尹集镇姬庄村支部
书记王振宇说的“李书记”是该市尹集镇武

装部部长李海明，李海明还有另外一个身
份是姬庄村脱贫攻坚临时党支部书记。

为推动驻村帮扶力量同频共振、形成
合力，该市在全市 33个贫困村建立了脱
贫攻坚临时党支部，由脱贫责任组组长任
临时党支部书记，围绕脱贫攻坚规划、产
业发展谋划、乡风文明提升、帮扶措施落
地开展工作，统一协调村级脱贫责任组、
驻村帮扶工作队、驻村第一书记三支队伍
的力量。

“这样有利于各扶贫工作队伍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也能使驻村扶贫工作队
员和村两委干部真正融合，并激发工作热
情。”李海明说。

5月5日，杨庄乡郜林村委大院的党员
积分公示牌上，贴出了全村50名党员第一
季度的积分排名和承诺践诺情况，吸引不
少村民驻足观看。

“我们围绕村里产业发展、帮贫助困等
工作对每一名党员设岗定责，并明确相应
分值，由党员主动认领，实行一月一计分、
一季一公布、半年一评比、年终一考核的党
员百分制管理考核办法，干好干坏积分见
分晓，所以大家干劲都很足。”该村党支部
书记冯书安告诉记者。

通过这样的积分制管理，目前该市已
有 3400名党员主动认领 4100个岗位，义
务办事3700余件，帮助243户 474名贫困
群众稳定脱贫。

“脱贫攻坚战斗中，党员干部要冲在最
前面，党组织要建在贫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哪里有贫困群众，哪里就要有党员干
部，哪里就要有党的组织。”面对2017年全
市794户 3009人稳定脱贫的“成绩单”，该
市市委书记陈英杰又对全市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希望。6

舞钢深入推进“三建三强化”工作法

“党建+扶贫”走出脱贫新路子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初夏时节，舞钢八台镇彦
张村郁郁葱葱，道路两旁，一株
株树状月季竞相怒放，一排排农
家小院错落有致。游园里，孩子
嬉戏，老人说唱，一派祥和欢乐。

尧山脚下，鲁山董周乡石
峡沟村，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山
丘陵正演绎着蝶变“花果山”的
传奇，漫山叠翠、花香鸟语、游
人如织，一片生机盎然。

类似的乡村美景，在平顶
山的田野阡陌屡见不鲜。一幅
现代版的“乡村富居图”正在由
点带面地渐次展开。

□本报通讯员 吴改红

五月的禹王山，花红柳绿，一派生机盎然。山坡上的连
翘结出一串串饱满的果实，细细的枝丫在风中轻轻摇摆。汝
州夏店镇甄窑村的贫困户甄东玉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
次来看这些“宝贝”了，“照现在的好长势，到了秋天一定是大
丰收！”

作为省级深度贫困村，甄窑村地处禹王山北坡，三面靠
山，常年降水稀少，庄稼基本是望天收。如何才能快速打开
脱贫攻坚的突破口？这是汝州市信访局驻甄窑村工作队面
临的一大难题。

经过多次考察调研，工作队最终确定了规模发展中药材
连翘种植的规划，成立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并聘请农技
专家指导帮助104户农户种下了700余亩连翘。如今还未到
收获季节，已被周边的中药材采购商预订一空。

5月14日上午，在离甄窑村不远的汝州市08号扶贫车间
里，2台艾草提绒机正在加紧生产，这边艾叶倒进去，机器那
头就吐出一团团又细又软的艾绒。“这是做艾条的优质原材
料，销路很好。”正在检查生产的刘天才告诉记者。

借着汝州市互联网+电子商务的“东风”，在村里开网店
卖山货的甄窑村贫困户刘天才已于 2016年成功脱贫。如
今，这位“电商达人”又做起了艾草加工生意，他的艾条、艾枕
等产品一经上市就供不应求。

“我在家门口上班，既能挣到钱又不耽误照顾孩子。”正在卷
艾条的夏西村贫困户白灵歌说。据了解，和她一样在这里上班
的贫困户有十几户，按件计酬，每月最少也有2000元的收入。

鉴于连翘的种植周期长、见效慢，为加快产业脱贫步伐，
今年年初，工作队结合禹王山的气候特点又引入了艾草种植，
规划建设了300亩的艾草基地，结合刘天才的艾草加工生产
线，真正做到了艾草种植、加工、售卖产业一条龙。“有了这些产
业支撑，相信我们甄窑村也一定能早日摘下‘贫困帽’！”汝州市
信访局驻甄窑村第一书记史红坤信心满满地说。6

汝州：药草香飘脱贫路

锦绣鹰城托起托起
乡村乡村振兴梦振兴梦

龙泉寺旁，宝丰商酒务镇杨沟村，短短
2年时间，从无人问津的脏乱差村，迈入远
近闻名的文明村行列。爱心书屋内书墨飘
香，农耕博物馆、村史馆“开馆迎客”，留住
了乡愁，传承了文明。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如
何让广大农民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平顶
山以开展“文明村镇”创评为抓手，大力推进

“移风易俗、树文明乡风”工程，传承优秀乡土
文化，推动乡风文明、家风良好、民风淳朴。

“红白事宴请每桌230元至260元，份
子钱最多100元。不仅本村群众在这儿待
客，邻村都有人来这里宴请。”5月23日，在
全国文明村——宝丰县赵庄镇袁庄村“宴
客厅”，党支部书记岳振山告诉记者，这是
2年前，袁庄村专门为群众红白喜事新建
待客的地方，待客的宴席执行村规民约里
的标准，并接受村上红白理事会的监督。

乡风文明是建设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
内容。今年以来，平顶山以“一约四会”(即
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市民公约，建立健全
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禁
赌禁毒会）和开展孝善敬老活动为载体，杀

陋习、去歪风、树正气，让“诚、孝、俭、勤、
和”观念深入人心。

良好风气的形成，不仅需要制度的约
束，还需榜样的引领。以助人为乐、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为评选标准，全市
开展“鹰城好人”“好媳妇”“文明家庭”等系
列评选活动，并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
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化身边人”的形式，
鼓励大家向他们学习，带好村里的风气。

据了解，目前，全市共创建全国文明村
镇 9个、省级文明村镇 13个、市级文明村
镇108个。鹰城的乡村正化茧成蝶，不仅
风景美，而且风尚美、风俗美、风气美。

打好“振兴牌”，美景入眼来。“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
久战。每个村都是主战场，每个党员干部
都是战斗员。”平顶山市市长张雷明说，“我
们必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建
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
制，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让古老乡
村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让广大农民过
上幸福美好生活。”6

熟悉舞钢尹集镇李庄村的人都知道，该
村原来垃圾乱堆、污水横流，连条像样的出
村路都没有。近两年，通过人居环境整治，
村子面貌发生了大变样。“现在不光人住着
舒适，就连白天鹅、白鹭也被吸引到村子西
边的田岗水库里来了。”村民张万良说。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近年来，
平顶山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以“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达标村、示范村创建活动”为载
体，制定完善村镇建设规划，建立农村垃圾
收运系统，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实
施农村“厕所革命”，为百姓打造生态宜居
的好环境。

为了让群众切身体会到整治效果，平
顶山一方面完善提升村庄的生态游园、健
身广场和生活污水集中式处理系统等基础
设施；另一方面，对全市农村脏乱差现象进
行集中治理，以实现道路硬化、卫生净化、
街道绿化、村庄亮化、环境美化。

5月23日，在郏县姚庄乡礼拜寺村，记
者注意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放置了两个颜色
不一的垃圾桶。“绿色的垃圾桶是放置可沤
粪的垃圾，蓝色的是放置不可沤粪的。”村
党支部书记王国法告诉记者，可沤粪的垃
圾送到村里的循环农业有机肥无害化处理

场，不可沤粪的垃圾实施分类回收运转。
以往垃圾处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

“老大难”，那么如何建立农村卫生长效保
洁机制？平顶山积极探索市场化垃圾清运
系统，通过配备保洁员、配置运输车辆、设
置垃圾存放点等措施，保障“户集、村收、镇
运、县处理”垃圾处理模式有效运转。

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幸福指数
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全市有1913个行政村
参与了人居环境整治，其中有1071个村达到
达标村标准，有476个村达到示范村标准；全
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4个、省级生
态乡（镇）33个和省、市级生态村420个。

在河南康龙实业集团的种植基地，
每100亩地便有一个千头育肥猪生产线
坐落其间。猪舍内，生猪产生的粪污经
过处理，用于农田灌溉，而地里长势喜人
的饲料粮便是生猪的“美食”。

作为“千头线”开创者，该集团董事
长王世杰深有感触地说：“像这样的一条
生产线，造价是同等规模猪场的1/3，但
百亩地千头猪种养循环单元产值约是单
纯种粮产值的10倍，同时解决了畜牧业
发展的土地、资金、环保制约问题，改善
了土壤环境。”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近年
来，平顶山以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
试验示范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
行区为抓手，在发展农业产业上下功夫、
求实效。以发展循环农业为突破口，大
力推广“千头线”种养结合循环发展模
式，带动绿色种植、生态养殖、农产品加
工一体化经营，打造出“滍源生猪”“众口
菜粮”“远航蔬菜”等一大批名优品牌，有
效促进了农业的转型升级。

一年前，宝丰县张八桥镇王堂村下岗
工人杨占国回乡创业，入股村集体经济，办
起了农家乐，生意热火朝天。“我们村以后
还要打造农村旅游花海观光点、林果采摘
园，建设农副产品加工车间，这‘生态饭’是
越吃越香啊！”杨占国喜不自禁地说。

在提质增效传统农业的同时，平顶
山还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
极培育农业新业态，大力推进农业与旅
游、文化、康养、体育等产业的深度融合，
规划建设曹镇“韭康”小镇、叶县任店现
代生态循环农业园等一批田园综合体项
目，推动现有农庄、农场、合作社、农业特
色小镇等转型升级，让田园变公园，农房
变客房，劳作变体验，让农业在文化上有
说头、在景观上有看头、在休闲上有玩
头、在经济上有赚头。

提质增效
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文化兴盛 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

绿色发展 打造生态宜居好环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当
前三农问题、破解社会主要矛
盾、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夯实党
的执政基础的需要。我们要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方向，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以产业兴旺为重点、
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
保障、治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
裕为根本，让农业成为有奔头
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
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

平顶山市委书记 周斌

郏县姚庄乡民族团结社区

宝丰县张八桥镇王堂村道路两侧花团锦簇

在八台镇彦张村村里扶贫基地的蔬
菜大棚，村民们采摘梅豆角 王晓磊 摄

宝丰商酒务镇杨沟村爱心书屋
开放日，村民们来这里看书、借书

“乡村振兴”铺就农民幸福路
脱贫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