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商城县汪岗镇官畈村“一

条条干净整洁的村组水泥路，一面

面寓意生动的文化墙，一幢幢白墙

青灰瓦式的新农舍，屋前有荷塘，房

后绿成荫”这样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面，你很难相信，一年前，这个村还

是全乡有名的“软弱涣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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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全县已从乡村

非公企业、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知识分
子等群体的优秀成
员中新发展党员 64
名，选拔“双强”党组
织书记104人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唐媛媛 代盼盼）
7月 16日，信阳市平桥区肖店乡三台社区的“扶贫车间”里，

“嗡嗡嗡”的美妙声响中，6条生产线上一台台缝纫机飞快
旋转，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一件件漂亮的服装下线、打包。

“在家门口打工，每月收入 2000多元，收入稳定有保
障，还能照顾家。”刘台村贫困户王巧一边操作缝纫机，一边
高兴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王巧是肖店乡首批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户，丈夫两年前
患上尿毒症，每月高额的治疗费用使原本贫寒的家境雪上
加霜。年初搬入安置房后，王巧参加了“扶贫车间”的免费
培训，成为首批签约员工之一，家人和孩子也享受到了相应
的政策补贴。

送钱送物不如送岗位。2017年，肖店乡与信阳千锦时
装有限公司合作，在三台安置区内建起了一座占地1800平
方米的大型服装生产车间，让全乡近 200名贫困群众变身

“产业工人”，圆了他们家门口脱贫致富的梦想。
“幸福生活有奔头！”这是在扶贫车间打工的贫困群

众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肖店乡党委书记叶春告诉记者，
“扶贫车间”已通过务工就业先期带动 93户搬迁户增收，
160 名贫困人口和 100 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稳定就
业。8

光山县生态农业带火乡村游。光山县椿树岗村世旺生
态园发展葡萄、桑葚、桃、李、太空莲、芡实等 800余亩，通
过生态农业体验式采摘吸引了众多游客入园，体验高效农
业和美丽乡村的独特魅力，助力乡村振兴。图为 7月 15
日，游客们争相入园采摘成熟的李子。(盛鹏 谢万柏 摄)

图说信阳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朱丝语 秦怡
欣）7月 16日，夏日炎炎，在淮滨县三空桥乡刘圩村锦明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扶贫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烘干刚采收的圆
叶薄荷，阵阵薄荷清香让人神清气爽。

“这些刚从地里采摘的薄荷叶，烘干后将很快出口到韩
国、泰国等地。”合作社负责人刘明洋说。

“北漂”23年的刘明洋，于 2016年入股北京泰和堂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公司中草药原材料的采购。“中草药
受市场影响价格波动大，品质无法保障。回家乡发展中草
药种植，既能为公司抓住市场主动权，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
增收，可谓一举双得。”刘明洋深有感触地说。

据介绍，薄荷分为留兰香薄荷和圆叶薄荷两个品种，刘
明洋种植的主要是圆叶薄荷，虽不可直接食用，但用途更为
广泛，可泡茶、做牙膏、饮料、口香糖、清凉油等产品，从叶片
中提炼出的薄荷脑，更是市场价格不菲。

该合作社今年共种植薄荷 500亩，一年可收获 4茬，2
茬嫩叶，2茬枝杆，除去土地租金、人工、肥料等开销，年纯
利润可达 15 万元以上，能带动 100 余名贫困户脱贫致
富。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陈世军）罗
山县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头号工程”
来抓，三年共在 10个乡镇建了 20个安置点，为 841 户住
房困难户盖了新房，挪了穷窝，为困难群众办了天大的

“实事儿”。
7月 17日，据该县县长汪明君介绍，前两年，全县共建

成 624套安置房，解决 2256人的住房安全问题，搬迁精准
率、入住率、拆旧率和复垦率都达到100%。2018年计划再
搬迁 217户 793人，今年的 7个安置点中，1个安置点已建
成，2 个安置点主体封顶，5 个安置点已完成主体工程的
85%，本月底可全部建成，9月底前可全部搬迁入住。

为确保精准，他们研究制定了专门的易地扶贫搬迁管
理办法，力求搬迁对象精准、搬迁规划编制精准、搬迁政策
精准、搬迁资金使用精准、搬迁任务安排精准。县脱贫攻坚
指挥部、县搬迁办和县政府督查室还坚持日常监督和集中
巡查相结合，定期与不定期督查相结合，及时通报进展情
况，约谈追责违规违纪行为。

安置点选址与规划并重，按照靠县城、靠乡镇、靠旅游
点、靠园区的“四靠”要求高标准规划建设，全部达到“五通
六有七化”，即通水、电、路、有线电视、网络；有学校、公厕、
文化广场、便民超市、垃圾中转站、标准化卫生室；道路硬
化、路灯亮化、社区绿化、环境洁化、容貌美化、污水净化、垃
圾无害化。

他们还结合实际建设扶贫车间、光伏发电站，成立后续
发展公司，发展特色产业，设立公益岗位，确保贫困群众搬
迁之后能致富。目前已建成 10个扶贫车间，18个村级光
伏发电站，因地制宜发展蔬菜、粮油、茶叶、稻虾养殖、红色
旅游等特色产业，建成后续发展就业基地 20多个，安排公
益岗位 6000余个，吸纳 1200余人就业，实现户均年增收
3600元以上。8

淮滨

圆叶薄荷铺出致富路

平桥区

扶贫车间奏响“欢乐曲”

罗山县

为841户困难户“挪穷窝”

强村先要强堡垒

因基层党组织弱化，官畈村村部年久
失修，无人过问，各项工作推进困难。2017
年被认定为软弱涣散村后，汪岗镇党委对
其进行了全面整改。

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健靠支
部。首先把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建起来，
把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树起来，群众
的心才会“聚”起来、身子才会“动”起来了。

经过村“两委”换届选举，年富力强、党
性觉悟高的罗良彬接替了原来70多岁的老
支书，另外两名善于做农村工作、群众基础

好的村支部委员和一名后备干部也被选配
到村里工作，县里也选派第一书记驻村帮
扶。

他们随即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研究出台官畈村“软弱涣散”党组织整
顿工作实施方案，按照问题，逐条整改，努
力创建“学习型、团结型、服务型、创新型、
廉洁型”优秀基层党组织。

在帮扶单位县住建局支持下，今年年初，
汪岗镇投入40余万元将重建村部，社会保障
服务中心、支部会议室、脱贫攻坚办公室等功
能齐备，电脑、空调、办公桌椅等设施齐全。

新的村“两委”班子和第一书记凝神聚

力，很快整合各类财政涉农资金 110 余万
元，大塘、村组道路整修一新，群众满意度
不断提升。“七一”前，官畈村党支部也被镇
党委政府评为“优秀党支部”。

美化先要讲卫生

7 月 15日，刘湾组小广场上几位老人
正带着孙子孙女树荫下乘凉，池塘里鸭子
戏水，好一幅幸福祥和的乡村人居图。

“原来道路两旁杂草丛生，村前村后垃
圾成堆，群众掩面捂鼻进出，那村容村貌
真不是一般的脏乱差。”村党支部书记罗
良彬说，“如今像刘湾这样的美丽乡村示

范点，我们村有 3个。”
今年年初，利用确定为“全县环卫一体

化试点村”的契机，统一为每户群众配发了
垃圾桶，公开选聘 6名保洁员，县环卫公司
为他们配备了三轮车、环卫服、铁锹等工
具，每日到户收集垃圾，清运到村垃圾收集
点集中转运到镇垃圾中转站。

村前村后变了样，群众观念也有了很
大的转变，随手丢烟头、垃圾，猪牛满村跑
的现象见不到了。跳广场舞、沿着开满鲜
花的水泥路散步慢慢在官畈村流行起来。

扶贫先要扶志气

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他们坚持扶贫先
扶志，不断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

村组道路旁的居民院墙绘上了文明礼
仪、村规民约、尊老爱幼等内容的宣传画，
农家书屋和阅览室全天开放，还定期组织
宣讲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

村里设立了“精准扶贫爱心超市”，通
过评选扶贫红旗标兵、文明红旗标兵、脱贫
红旗标兵，以及星级文明户、敬老之星、好
婆婆、好媳妇、好党员等获得奖励“积分”，
在超市兑换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一系列评选活动和爱心超市的投用，
官畈村营造起了浓厚的“比学赶帮超”氛
围，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官畈村
也变得更美丽更宜居更和谐。

官畈村：“落后村”蝶变美丽乡村

昔日的白店乡龚营村人均两亩地，荒
种薄收，是全县最有名的穷困村。

如今这里，紫荆、广玉兰下整洁平坦的
水泥路网连接全村，幢幢小楼绿树掩映。

潢川花木种植始于唐，盛于明清，如今
是“中国花木之乡”“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
地”，“潢川金桂”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县花木产业党建办通过产业链党组
织与上海、深圳、郑州等地外建党工委有
效链接，吸引党员企业家回乡创办16家园
林绿化企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种植合作
社，建立了党支部。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
支，“村企共建”“村社联建”成了克服产业

发展难题的“金钥匙”。
花木产业发展起来了，家乡美了、村

民富了，出去的人回来了！在外务工的
680余人，现在有400多人回村就业，原来
普遍存在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的问题迎
刃而解。

如今，龚营村流转土地 4180 亩规模
种植花木，每亩土地流转费用高达 700多
元，带动本村及周边劳动力转移就业1500
余人，年户均增收达 1.2 万元以上。村集
体也通过项目建设、资金投入等方式，每
年获得 20余万元收益。村内企业积极参
与村基础设施建设，路通、灯亮、树成排、
渠成网，龚营村成了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文明村。

据潘光友介绍，仅白店乡就有 642户
贫困户通过资金入股等方式参与、受益花
木产业链条，占全乡贫困户总数的85%。

党建强，产业旺，乡村涅槃谋振兴，龚
营村的变化在潢川不是个案。

魏岗乡柳店村以党建做桥梁、当纽带，
流转3000多亩土地给莱新公司种植花木，

群众获租金、得薪金，部分群众成为产业技
术工人，村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潢 川 空 心 贡 面 有 1300 多 年 历 史 ，
2013年申报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付店
镇尤店村被称为“空心贡面村”。因为手
工制作、零散生产，销路一直不畅。

2017年，付店镇贡面产业党建办公室
成立，依托龙头企业旺鑫贡面，产业链上
的党员与贫困户结对帮扶，组织 180 户
618名贫困群众参与空心贡面生产，统一
制作、包装、销售，抱团发展。

贡面党建办还加强与上海、深圳等驻
外党组织联系，打通外销渠道。今年春节
期间，仅每天发往深圳的“潢川贡面”就有
1000 多箱。如今，贡面年产量已突破
1000吨，产值约 2亿元，成为群众脱贫奔
小康的有效途径之一。

种植香菇、栝楼的谈店乡万营村，加
工羽饰的张集乡檀树村，养殖甲鱼的黄寺
岗镇桥梁村……在潢川，越来越多的村庄
依托基层党建，发展绿色产业，正在一个
个崛起振兴。8

抓党建 强组织 兴产业 促振兴
——潢川县依靠党建引领推动产业发展纪实

商城县官畈村由一个“软弱涣散村”变成“美丽乡村”示范村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蔡丽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

作会议明确：坚持推动发展是第

一要务、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河

南各项事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

工作方向。

连日来，记者在潢川县走访

调查发现，他们牢牢把握“以高质

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走

“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振

兴”的路子，积极探索在全产业链

上建立党组织，引领和推动产业

发展，呈现出“党建强、产业旺、乡

村兴”的良好态势。

李金贵是魏岗乡彭寨村华来时代小龙
虾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7月 13 日清
晨，正起网打捞小龙虾的李金贵告诉专门
前来“讨经”的贫困户廖建辉，“只要你下了
决心，合作社提供优质虾苗，免费技术培
训，‘稻虾共作’一年出产一季稻、两季虾，
每亩至少增收3000元。”

华来时代小龙虾专业合作社党支部，
只是潢川县小龙虾产业党建办公室下辖的
5 个党支部之一，涵括了小龙虾繁育、养
殖、加工、出口全产业链上的新型农业主体
和龙头企业。

2017年以来，该县以这些新型农业主
体和龙头企业为依托，带动2100户群众养
殖小龙虾，户年均增收 1 万元以上，全县

“虾稻共作”面积也由2016年的 2万亩，扩
大到现在的16万亩，小龙虾产业成了助力
群众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之一。

潢川县产业优势明显，有鸭、生猪、糯
米粉、花木、小龙虾、香菇、羽饰、茶叶、贡
面、甲鱼十大农业产业化集群，各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 104家。他们按照“围绕产
业抓党建，抓好党建促脱贫”的思路，实现
产业链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建到哪里，党
的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县里分别在龙头企业、县级行业主管
部门、乡镇党委等单位建立“十大产业链”
党建办公室，通过单独组建、联合组建、挂
靠组建、村企联建、村社共建等多种形式，
组建产业链党组织。

弋阳农产品合作社组建了产业链党
委，董事长樊忠被任命为党委书记，下辖种
植、销售、加工等环节12个党支部，产业链
党委成立了组建的“粮食银行”，辐射带动
周边 3个乡镇、20个行政村、1万多户农民
增产增收。

在“潢川红云”党建APP上首页，潢川
全产业链条党组织辐射图一目了然，十大
产业链党建办公室涵盖的 2 个产业链党
委、3个党总支、82个党支部，纳入党组织
管理的从业党员 973名，实现了各产业链
上的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党组织的有形、
有效覆盖。

党建兴产又富民1

魏岗乡柳店村党员代国军一直在莱新
园林绿化公司打工，以往“三会一课”等组
织生活基本没参加过。

莱新公司党支部成立后，他成了公司
的党员骨干，积极参与党员志愿服务队，
培养带动本村民组30多人从事苗木移栽、
田间管理等工作，月收入1500元以上。

在产业链上建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党

员承诺服务岗、党员红旗手示范岗等，党
员亮身份、亮承诺，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
干，在潢川已经成为常态。

今年年初,一场暴雪过后，华英集团
党委和 17个党支部及时组织党员为养殖
场和鸭农铲除冰雪、修复鸭棚，协助保险
理赔，为农户挽回经济损失近200万元。

仅今年以来，潢川县产业链上党组织
就发动党员技术骨干，组织开展小龙虾养
殖、农林科技培训56场，培训群众2500多
人，协调解决征地、用工、借资等问题 360
个。产业链党员的先锋作用与企业生产
活动有机融合，实现了党的组织优势向企
业管理优势的转化。

为提升产业链上党组织和党员的带
富脱贫能力，潢川县坚持实施“三培三引
领”工程，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返乡创

业人员中的优秀力量培养成党员和红旗
手，引领经营主体壮大；把党员和红旗手
培养成创业带头人或企业负责人，引领产
业发展；把党员带头人、负责人培养成村
党支部书记或村“两委”成员，引领群众脱
贫致富。

谈店乡万营村的杨俊大学毕业后返
乡创业，如今成了万营村村委会主任，带
领全村103户贫困群众种植香菇产业。

据潢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全县
已从乡村非公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高知识分子等群体的优秀成员中新发展
党员 64 名，选拔“双强”党组织书记 104
人，把懂农业、爱农民、恋农村的新型“三
农”人才真正聚在了产业链上，涌现出了
一大批会技术、善经营、带富能力强的农
村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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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争先又带新2

隆古乡方正合作社党员技术骨干随叫随到，及时帮助贫困群众解决蘑菇种植中的技术难题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4180
龚营村流转土

地 4180 亩规模种
植花木，每亩土地
流转费用高达700
多元，年户均增收
达1.2万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