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随着中
牟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百
姓安居乐业，生活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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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绿色生态发展实现全
村脱贫致富就是我们高河
村的梦想啊！

乔忠科
高河村党支部书记

有这么一方土地，曾

经几十年无人问津，一亩

地每年租金八毛钱，用尺

子量人们都嫌费事，扔几

次石头就把边界定了。

还是这方土地，如今

的流转费用每亩一年至

少 1300元，群众丈地时，

沟沟边边都能用尺子量

得清清亮亮。

曾经的乱石岭，成了

“花果山”。专家介绍，中

国现有的梨树品种，都可

以在这里找到。来自省

内外的商贩络绎不绝。

卖果子的纸箱上，在诱人

的梨图片之下，人们很自

豪地印上：中国、鲁山、五

里岭。

——记者蹲点

扫黑除恶进行时

逼出来的“变”

五里岭是一处小丘陵，曾经是一块贫
瘠得不能再贫瘠的土地。它位于鲁山县
昭平台水库的东侧，涵盖董周乡蔡庄、铁
家庄等村庄，省道242公路穿岭而过。

第一次上五里岭，是7月30日。记者
所到之处，树木葱茏，净是一眼望不到边
的果园。此时，正是黄冠梨成熟的季节，
天上零零星星飘着雨滴，路旁的果农三三
两两，有的在忙着摘梨，有的在坐等梨贩
前来。

听说记者来采访，正在联系卖梨人的
董周乡蔡庄村支书李占国匆匆赶来。

说起五里岭的过去，李占国说：“以前
岭上都是马骨石，连草都长不好，更不用
说长树了。”

丘陵地区荒坡不少，良田少得可怜。
有胆识的人开始走南闯北卖丝绵、卖木
耳。劳动力少的人家，就只好守着荒山，
守着贫穷。

变化开始于 1998年。蔡庄村 8户农
民在山东、安徽闯荡时发现，那些地势与
家乡相似的地方，通过种梨改变了面貌。
在五里岭上种种梨树，会怎么样？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们在岭上种上
了从安徽省砀山县引来的梨树苗。看着
小树一天天长大，这 8户率先“吃螃蟹”的
农户心提到了嗓子眼。

蔡 庄 村 村 民 孙 铁 振 也 跃 跃 欲 试 。
2002 年他承包了 70 亩土地，承包期 30
年，前 15年共 800元，平均每亩地年租金
不合八毛钱。

民间谚语说，桃三杏四梨五年。等到
第四年头上，梨树就挂了果，大家一尝，喜
上眉梢：这梨比他们吃过的所有梨都甜！

管出来的“甜”

五里岭的梨为啥格外甜？
蔡庄村村民段瑞强2009年开始承包

地种梨，现在是附近有名的“土专家”。他
告诉记者：五里岭漫山遍野的马骨石风化
粉碎后，形成的土壤含丰富的钾，钾有膨
大、增糖、着色的作用。

鲁山县小喜鹊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
王伟宾，专门买了一台测糖仪，连续几年
测定后发现，五里岭的梨含糖量 14%到
18%，高于国内很多地方。

段瑞强和王伟宾是两类不同的创业
者。

段瑞强初中毕业，酷爱钻研技术。
2003年，他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果农之
友》杂志，如获至宝，从此成了这本杂志的

“粉丝”。他到鲁山县林业局和中国农科
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学习，不断钻研，做过
的笔记摞起来将近 1米高。他的试验园
里栽种了 21个品种的梨树，涵盖了西方
梨、东亚梨、中国梨的主要品种。

王伟宾走的是规模化种植的路子。
他早年在外工作，回乡承包土地之前就作
了充分调研。经过确认适合种梨后，小喜
鹊种植合作社流转了 2000余亩土地，整
地、打井、架电、修路，在荒坡上种下了 8
万多棵梨树。附近村里的贫困户或在合
作社打工，或被带动起来种梨树，48户贫
困户因此摆脱了贫困的命运。

群众的自发创造，加上鲁山县政府适
时的科技服务、政策引导，五里岭的梨迅
速形成了燎原之势。

因为种梨，五里岭周围蔡庄、铁家庄
等数十个村庄里，贫困户迅速减少，人们
的生活“甜”起来了。

追梦里的“高”

五里岭的梨，成了周围群众的致富
“金钥匙”。

经过20来年的发展，五里岭从8户65
亩示范基地，逐渐发展成为覆盖董周、库
区、观音寺、瓦屋等乡镇，有品种80多个、
绵延20余公里的特色经济林长廊，成为当
地的一大富民特色果树种植产业。最近3
年，有600多户贫困户依靠种梨告别贫困。

目前这个“长廊”有梨树种植户 2800
多户，面积5.6万亩，年产梨1.3亿斤，已成
为豫西南最为集中的丘陵山地特色林果
基地。“花开时节，整道岭空气都是香的。”
鲁山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周耀伟说。

再次踏上五里岭是 8月 16日。省道
242公路两旁的果园里，不时有来自省内
外的货车来往穿梭。“现在我们的梨供不
应求，梨还在树上，客商就已经交过订金，
把整个果园包下来了。”王伟宾说。

京东河南区域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当
前绝大部分水果基本都是供大于求，最近
几年大量的进口水果蚕食了部分国产水
果市场。他建议各地政府拓展农产品发
展思路，比如发展有机食品等，同时要引
领当地优质农产品向品牌化方向发展。

品牌化、高质量发展之路，正是五里岭
梨产业追梦的路：鲁山县已经成立了林果产
业党支部，正致力发展绿色无公害产品，加
快申请地理标志产品证书；同时延长产业
链，建冷库，与大型电商、超市有效衔接……

鲁山县县长李会良说，县委县政府着
力化解潜在的市场风险，培育五里岭果业
优势品牌，让林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群
众不仅能通过它摘掉贫困帽，更能通过它
致富奔小康。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月
30日，省公安厅通报，经过缜密
侦查，安阳警方打掉一个以许
某、杨某等 5人为首的特大涉黑

“校园贷”犯罪集团，共抓获犯罪
嫌疑人 126人，查扣赃款 569万
余元、车辆 11台、房产 10处，涉
案金额达3480余万元。

今年 2月，安阳警方接到一
名女大学生报警，称她陷入“校
园贷”陷阱，多次受到犯罪嫌疑
人的威胁，逼着还款，严重影响
了她的正常学习、生活。

经过两个月的侦查，安阳警
方查明这是一起利用在校大学
生单纯、社会阅历少、容易被骗
的特点，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等犯罪。安阳警方成立专案
指挥部，辗转 10余省调查取证，
查明了该犯罪集团的脉络。

警方介绍，2017年以来，犯
罪嫌疑人许某、杨某组织领导张
某、梁某等团伙成员，先后在江西

等地注册成立 5家公司，利用合
法公司外衣，通过网络平台向大
学生群体发放贷款信息。该犯罪
集团虚构不要利息、不用抵押、简
便快捷等欺骗手段，利用借款时
间短，大学生一般难以还款的特
点，从中收取高额利息和手续费。

对到期不能还款的大学生，
该团伙以通过推荐相关贷款平
台借款还款的套路，一步步诱骗
大学生落入犯罪集团的“套路
贷”陷阱，而后通过恐吓、威胁、
辱骂等，运用“疯狂轰炸”“呼死
你”等软件，通过微信、QQ等渠
道，在校园进行传播，给借款人
施加巨大的精神压力，迫使受害
人还款。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该
案受害大学生11000人，涉及全
国多个省份。有 50余名受害大
学生家庭破裂、倾家荡产。目
前，这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中。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8 月
30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布消息，
截至目前，郑州警方共侦办涉黑
涉恶团伙80余个，其中侦办涉嫌
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20起，刑事
拘留犯罪嫌疑人 2000 余名，冻
结、扣押涉案资产近2亿元。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以来，郑州警方紧紧围绕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黑恶问题，在农村
地区重点打击把持基层政权的

“村霸”“乡霸”，在城市地区重点
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
勒索、聚众滋事的“行霸”“市
霸”，组织开展了打击非法收车
黑恶犯罪的“铁拳”专项行动，打
击农村黑恶犯罪“亮剑”专项行
动，打击“黑保安”“黑出租”“黑
物业”“黑中介”“黑停车场”和

“黑渣土车”等“六黑”违法犯罪
的“飓风”专项行动。

以“铁拳”打击非法收车黑
恶犯罪为例，一些非法的车贷担

保公司为牟取不法高额利润，在
与贷款购车客户签订合同中，故
意设置各种陷阱、采取各种手段
促使客户违约，然后再以客户违
约为借口强行收走车辆，向客户
索要钱财、强拿硬要，甚至实施
敲诈勒索。截至目前，郑州警方
共打掉非法收车团伙 32 个，其
中黑社会性质组织 7个，抓获非
法收车人员 327 人，破案 668
起。公安部对郑州警方打击非
法收车犯罪的做法给予了充分
肯定。

当日，郑州警方公布了 4起
涉黑涉恶典型案例：郑州市公安
局郑东分局打掉以齐某为首的

“黑 120”犯罪团伙；郑州市公安
局须水分局联合建设路分局打掉
以马某为首的“黑保安”犯罪团
伙；郑州市公安局金水路分局打
掉以李某为首的“黑保安”犯罪团
伙；登封市公安局打掉以张某为
首的“黑中介”犯罪团伙。③9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志
愿服务应该像空气和水一样无
处不在，要不断增加志愿者人
数，实现志愿服务项目全覆盖。”
8月 30日上午，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副秘书长陈振民在我省
2018年第一期志愿服务培训班
上的讲课迎来了阵阵掌声。

8月28日至30日，省志愿服
务培训省委党校基地举办志愿服
务骨干培训班，这也是2018年我
省第一期志愿服务培训班。来自
省直及郑州、洛阳等地相关部门
负责人，优秀志愿服务组织骨干
和2017年全国“四个100”志愿服
务先进典型等160余人参加此次
培训。

此次培训班邀请国内知名
专家围绕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
的思考和实践、《志愿服务条例》
解读、志愿服务组织建设及项目
策划等进行了学习交流，并在郑
州市进行了现场观摩。

“作为一名志愿服务工作
者，我们要努力打造特色志愿服
务品牌，以此增强志愿服务的社
会效应，提升志愿服务标准和质
量。”濮阳市华龙区爱心小屋负
责人陈娜告诉记者。

省直文明办主任王勇生说：
“志愿服务制度化既是志愿服务
的保障也是推进器，既让志愿服
务避免形式化、走过场，也实现
了志愿服务的新发展。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打造更多像省卫计
委‘名医名家下基层’义诊等志
愿服务项目和品牌，坚持项目化
运作、专业化支撑、组织化规范、
信息化保障，推动省直志愿服务
工作成品牌、有亮点、更出彩。”

据悉，郑州大学、河南大学、
省团校等河南省 8 个志愿服务
培训基地将陆续开展今年的培
训，重点培训全省志愿服务工作
负责人和优秀志愿者、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骨干。③9

□本报记者 杨凌

种了几十年大蒜和西瓜的中牟县刘
集镇农民史海新，想不到 40多岁时居然
一下成了“城里人”——住进带电梯的小
高层，每天朝九晚五上下班，周围小学、
幼儿园、商场配套齐全……

在老史的老房子刘集镇崔庄村所在
的区域，方特欢乐世界、建业电影小镇、

“只有河南”演艺公园……一大批项目布
局落子，已成为河南文化旅游产业集聚
发展的高地，刘集镇因此正迅速变成城
市的一部分。

为了让失地农民早日搬进新家，中
牟县几年前就开始规划布局，加快安置
小区建设速度。目前，刘集镇已有 8个
行政村的 3497户农民回迁新房，老史就
是刘集镇当年拆迁当年入住的受益者。

8月29日，走进刘集安置小区绿博家
苑，只见小区干净整洁、绿草如茵。社区
内，老人们在悠闲地下棋聊天，孩子开心地

嬉戏玩耍……“新房子挺好，可当时俺是真
发愁。”老史告诉记者，没了土地，以后靠啥
生活？这可是一家人要面对的大问题。

令老史没想到的是，镇政府早有安
排。“我们陆续发放了5000多份调查表，
调查失地农民有啥兴趣特长，想学什么
技术。”刘集镇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贺瑞
娜说。

按照“急需先训”原则，刘集镇确定
开展电工、焊工、电子商务、叉车工、中式
面点工 5个重点内容的培训，从 2016年
至今，累计投入 610万元创业培训基金，
与郑州、开封的技校合作，为农民举办免
费实用技能培训班。

2017年 4月，老史在郑州学了电工，
拿到电工证。不久，老史接到镇劳动保
障事务所的电话，“问俺海宁皮革城招电
工愿意不愿意去。那咋不愿意哩，俺就
在家里坐着，这工作就送上了门……”讲
到这儿，老史开心地笑了。这天起，从蒜
农到电工，老史成了真正的“城里人”。

“镇里建了企业招工需求信息、农民
就业需求信息两个数据库，还组织培训
班学员到郑州海宁皮革城、郑州方特等
附近知名企业面试或实习。”贺瑞娜说，

“像老史这样的，只要愿意学技术，不挑
不拣，都能找到工作。”

如今，老史的爱人也拿到了相关证书，
找了份开施工电梯的工作，加上租房收入，
一家人月收入有七八千元。工作稳定，手
里有钱，老史也有了底气，把女儿送进了
中牟的私立学校——外国语小学读书。

城市因人而建、因业而兴，最终要为
人所享。在中牟县，许许多多像老史这
样的农民，正成为中牟经济社会发展的
最大受益者。“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随
着中牟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百姓安
居乐业，生活会越来越好！”中牟县委书
记潘开名说。③8

五里岭“变奏曲”

□本报记者 方化祎 归欣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九曲黄河在兰考县拐了最后一道弯，这里的东坝头乡有
个张庄村。昔日，这里沙丘遍布，土地贫瘠，系国家级贫困
村。如今，张庄村干部群众结合本村实际，在“脱贫攻坚、党的
建设、产业发展、美丽村庄”方面重点发力，产业经济、乡风文
明、村容村貌、乡村治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脱贫后的张庄村更注重精神家园的建设，他们在老房子
的基础上改造的桐花书馆是中国乡村第一个院落式图书馆，
图书存量将近 6万册。不仅闲下来的村民经常到这里阅览图
书，就连省城的著名作家也到这里体验生活，静坐阅读。⑨6

张庄村的精神家园

掩映在茂密树林中的桐花书馆。

8月30日，村民在桐花书馆阅览图书。

郑州警方侦办
涉黑涉恶团伙80余个

安阳警方打掉一特大
涉黑“校园贷”犯罪集团

我省2018年第一期
志愿服务培训班开班

失地农民变身“城里人”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王雪红

8月 12日，记者跟随省委第五学
习调研组一行从卢氏县城出发，汽车
上了三淅高速，一直向南，驶向瓦窑
沟乡高河村，沿路山峦重叠，云雾缭
绕，风光旖旎。

高河村位于卢氏县最南端，两省
三县交界处，距县城 90公里，森林覆
盖率98%，村里220户 850人，其中贫
困户84户 272人，是省定贫困村。

车子刚进村，映入眼帘的到处是
绿，绿山、绿树和潺潺流淌的绿水，整
洁的村委广场上国旗飘扬，旁边的一
块石头上刻着一个“梦”字。

“依靠绿色生态发展实现全村脱
贫致富就是我们高河村的梦想啊！”
高河村党支部书记乔忠科说。

2015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高
河村在当地政府和扶贫单位大力支
持下，积极探索脱贫之路。

“为了锻造一支能打硬仗的党员
队伍，全村 39名党员每月 5日统一着
装、佩戴党徽，升国旗、唱国歌，面对党
旗宣誓，让党员认识到党支部就是脱
贫攻坚战场上的尖刀连。”乔忠科说。

高河村山高林密，平整的土地稀
缺。在建设扶贫搬迁小区开挖地基
时，眼看 20亩的地土无处堆放，村党
支部带领群众一周内清理出一处安
全地段的河滩，垫出土地30亩。利用
蒙华铁路修建遗留下的5万立方米石
渣，该村沿原河道的两边垫起垒高，
改河造地50亩。

高河村在“造”出来的土地上种植
核桃、猕猴桃、大樱桃、石榴、冬桃、葡
萄等，打造休闲观光游为目的的“三季
有花、三季有果、四季常绿”采摘园，村
级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停
止树木采伐，在树林密度小的山地和沟
壑，栽种猕猴桃、山药、灵芝等高收益经
济作物。发展林下经济是我们的第三
次产业转型，也为高河白龙庙原始森林
景区旅游开发奠定基础。”乔忠科说。

听说乔忠科是卢氏县人大常委
会委员，家里办有机械加工厂和食用
菌菌种厂，家里的事情全交给妻子打
理，他一心忙着村子的发展，记者不
禁问道：“乔书记，你的梦想是啥？”

“人活着不能光为了钱，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最终实现旅游、度假为一
体的美丽高河，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
裕的道路，这就是我的梦想。”乔忠科
带着山里人特有的朴实回答道。③6

绿色铺就致富路

深入学习调研
聚力中原出彩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8月
30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包
括洛阳、三门峡在内的晋豫陕三
省 11市已经正式组建大气污染
防治协作小组。下一步，该区域
将积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行动，运用好“一市一策”
驻点研究机制，加强联防联控，
强化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全力
推动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

据了解，山西省吕梁、晋中、
临汾、运城，河南省洛阳、三门
峡，陕西省西安、咸阳、宝鸡、铜
川、渭南等 11 市被纳入汾渭平
原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区域。

监测显示：2017年，汾渭平
原 11个城市是全国污染严重的
区域之一。今年初，汾渭平原地
区开始频频被中央文件提及，成
为蓝天保卫战的主战场之一。6
月，国务院印发的《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大
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是京津冀
及周边、长三角和汾渭平原。

此外，在 2018—2019 年蓝
天保卫战重点区域强化督查中，
汾渭平原 11 市被纳入督查范
围。今年 7 月生态环境部扩大
了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排名，汾渭
平原 11市也被纳入 169个城市
中进行排名。③4

洛阳三门峡被纳入
蓝天保卫战主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