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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团审议和视察指导河南重要讲话精神

●● ●● ●●

兴实干之功 绘绚丽多彩

□本报记者 杨凌

“这几年孙庄村开展股份制合作经营，尝到了
甜头，今年我们又启动了二期规划，准备扩大猕猴
桃、冬枣等作物的种植面积。”3月11日，中牟县官
渡镇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中岭兴奋地说，这几天村

“两委”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其
中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壮大新型
集体经济的内容，更加坚定了村里加快发展集体经
济的信心和决心。

走进孙庄村蔬菜大棚，只见满眼碧绿，西红柿、
油麦菜、菠菜、荆芥、面条菜长势喜人。因为采用了
最新的农业技术，建立了现代化的质量监测体系，
这些绿色无公害蔬菜抢手得很。

过去，孙庄村因为家庭分散的经营模式，村民
增收困难，生产积极性也大大降低，农业转型升级
更是无从谈起。

“通过外出考察学习，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想实
现乡村振兴，必须走集约化经营路子，通过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提高农产品附
加值，最终实现农民增收致富。”孙中岭告诉记者，
2016年，以土地、劳动力、机械、资金、技术入股的
形式，孙庄村成立了公司和合作社，带领村民走上
了股份制合作经营的路子。

通过巩固完善村内基本经营制度，建立健全
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完善群众与集体产权权能等
举措，孙庄村集体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如今，一期
入股群众305户，集约土地1853亩，发展生态葡萄
园 165亩，种植有机蔬菜 160亩、有机瓜果 96亩，
栽植桃、杏、核桃、无花果等果树近30个品种，完善
的农产品原产地追溯和质量标示体系，品牌化的销
售模式让孙庄村生产的有机蔬菜、瓜果供不应求。

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优势也通过集约经营的模
式不断显现——现代化的农业园区内，安装了农产
品环境监测网络，建成了高效日光温室，节肥节药
行动有效开展，投资650万元的示范水利项目已经
完成，5000吨保鲜冷库正在规划建设……

春节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村集体分红仪式在孙
庄村举行，305户参加分红的村民乐得合不拢嘴，村
民高孙玉兴奋地说：“我家3亩地光秋季一季就分到
一万五千多元，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③9

“集体碗”盛满新希望

中牟县孙庄村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3 月 9
日，开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大家一致表示，找准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
体抓手，抓好新时代“三农”工作，
需要拿出实实在在举措，保持忠
诚，敢于担当，求真务实，推动新时
代开封“三农”工作更加出彩。

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表示，要不
断增强做好“三农”工作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
工作，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变为推动新时代开封“三农”事业
发展的生动实践和实际成效。要
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
带头做到沉下去发现问题，认真倾
听农民群众真实心愿，及时研究农
业农村改革发展重大事项；带头做
到静下来研究政策，让更多发展资
源、发展要素向农村倾斜；带头做
到出真招破解难题，让更多改革举

措覆盖农业、更多政策“红利”惠及
农村、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农民，真
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
蔡松涛表示，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
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在
新时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
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
遵循。这几年兰考的发展，正是我
们深入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的结果，也是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
精神的结果。我们将做到把学习
总书记讲话与抓好贯彻落实结合
起来，让拼搏的精神和优良的作风
成为兰考干部的新形象。

下一步，开封市要求做好以下
几方面工作：一是科学编制全市及
各县区乡村振兴五年规划。二是高
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三是抓好
粮食生产，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推进
水、井、电、路、林、沟、渠等田间设施
建设。四是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五是扎实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三年整治行动。③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3 月 11
日，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
亚主持召开洛阳市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要求，研究洛阳市贯彻落
实意见。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参
加河南代表团审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充分体现了对河南工作的高
度重视，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
了遵循，为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机遇。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讲话、视察指导河南时的
重要讲话等结合起来，扎实做好

“三农”工作、推进乡村振兴。
会议强调，要把握精髓、学在

深处，扭住关键、干在实处，切实
走好新时代具有洛阳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要扎实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毫不放松抓好粮
食生产，走高质量发展路子，坚持
产业融合发展，发展壮大乡村产
业。要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农业
农村工作始终，推动生产、生活、
生态协调发展，加大农业面源污
染治理力度，迅速掀起春季国土
绿化高潮。要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坚持规划引领，加快推动农村
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补齐短板。
要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党建引领、

“三治并进”，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夯实乡村治理根基。要深化农业
农村改革，激活乡村发展活力。
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精
准施策，坚决完成汝阳、嵩县脱贫
摘帽，实现高质量整体脱贫。③5

种下玉兰奔富路

洛阳市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推进乡村振兴

开封市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新时代开封“三农”工作
更加出彩

初春时节，镇平县马庄乡栗扒村的小麦田里，
村民抢抓农时喷洒农药，加强田间管理促进小麦生
长。⑨3 张卡申 摄

3月 11日，民权县野岗镇郑庄村村民在开满油
菜花的温室大棚内施肥，金灿灿的油菜花与劳作的
农民构成了一幅春意浓浓的图画。⑨3 豫之岷 摄

3月 10日，光山县南向店乡何畈村村民在为油
菜施肥。立春后，该县抓住有利时机，对43万亩油
菜施肥，为夏季丰收打下基础。⑨3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廖涛 王修文

春日的阳光下，南召县皇后乡娘娘庙村数千
棵玉兰树亭亭玉立。3月 11日，在村后的河边荒
滩上，十多辆农用三轮车往返运送树苗，30多名
村民挖穴浇水，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种下的玉兰树苗，5年后一棵能卖六七
百元。”该村党支部书记高先然大声给大伙儿鼓
劲儿，手中铁锹翻飞不停。他告诉记者，这几天
村“两委”组织党员干部通过报纸认真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看到总书记对脱贫攻坚和“三农”工作
这么重视，大家都很振奋，干劲十足，纷纷表示要
带领群众早日走上致富路。

娘娘庙村曾是全县的重点贫困村，基础设施
落后，集体经济薄弱，人均耕地少，村民就业门路
窄，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28.1%。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当地发挥南召县“中国
玉兰之乡”的优势，在娘娘庙村采取“互联网+支
部+高校+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成立 3个苗
木专业合作社，动员全村 134户贫困户加入苗木
合作社，实现了对贫困户的全覆盖。2018年，该
村种植了 1300 亩花卉苗木，亩均效益 1万元以
上，实现了整村脱贫。

“种植玉兰树的收益是以前种粮食的 5倍以
上。”正忙着往地里扛树苗的村民高云活告诉记
者，去年他种的玉兰树共卖了5万多元，今年他又
种了3亩多，预计收入可以翻番。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树牢绿色发展理
念’，真是讲到了我们的心坎上。”望着新种下的
树苗，高先然踌躇满志，“玉兰树是群众脱贫致富
的‘摇钱树’，今年我们村还打算发展乡村旅游，
让群众享受更多的绿色发展红利。”③8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3月 11日，在济源市王屋镇麻院村，几名村民
正在补种核桃树苗，这是村里去年实施的集体经济
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让我们的思路更清
晰、干劲更足了。”正在劳动的驻村第一书记樊牛
说。

麻院村地处深山区，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村，220户村民中有27户贫困户，基层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两委”干部十多年配不齐。村集体
经济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深入推进，2014年，济源市
河务局驻麻院村扶贫，沉寂的山村逐步焕发活力。

“产业发展是脱贫增收的根本途径，乡村振兴
必须实现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发展，麻院村先从提
升完善基础设施入手。”村党支部书记张元如说。

村里先后实施了土地平整、村道改造、自来水
改造、村标准化卫生室改造、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建
设等项目。

脱贫户张小社的农田里一片翠绿，新移栽好的
洋葱苗长势喜人。“水管已经铺到地头，今年就能用
上滴灌了。”张小社说。

蔬菜制种是济源山区农村的一项传统富民产
业，增收致富效果明显。张小社的蔬菜制种田今年
已达到6亩，包括洋葱、白菜、萝卜3个品种。

张小社告诉记者，蔬菜制种的效益比传统农作
物高，以萝卜为例，一亩能收入5000元左右。全村
现在蔬菜制种田已增至百亩。

麻院村还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实施了薄皮核
桃、小辣椒等集体经济项目，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达7万元。

集体经济项目还为群众提供了务工机会。脱
贫户刘小英说，在村集体项目田干活一天能收入50
元，又不耽误照顾家庭，一举两得。

此外，公益岗位、企业带贫、“金鸡工程”等近20
项扶贫政策效应明显。去年，全村贫困户人均年收
入达4000元以上，麻院村成功脱贫摘帽。③5

济源市麻院村

产业扶贫富了小山村

□本报记者 杨晓东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
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牢绿色发展理
念”“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污染防治”，为
河南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指明了努力方向。

3月 11日，驻马店市畜牧局局长蔡新国告诉
记者，总书记提到的“加大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力
度”是一个重大课题。驻马店市畜牧业产值和肉
类总产量连续多年居全省首位，但每年产生的畜
禽粪污约有3370万吨。去年，驻马店市被确定为
全省唯一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市推进项目
市，以此为契机，驻马店加快推进畜禽粪污从“污
染治理”到“综合利用”。

蔡新国介绍，驻马店一方面着力优化畜牧业
产业布局，科学划定了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优
化畜禽养殖、粮食生产、畜产品加工等产业布局；
另一方面，在养殖密集区建立粪污处理中心，在田
间地头建设储粪池，引导养殖场、养殖户和企业通
过建设沼气工程、有机肥加工厂等，提高沼气处理
利用比例，打通粪肥还田“最后一公里”，实现农牧
一体、生态循环、绿色发展。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
态协调发展，必须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来落
实。”驻马店市副市长刘晓文表示，未来3年，全市
范围内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要达 90%以上，规模
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 100%，全市
建设完成区域性粪污处理中心10个以上，形成整
市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良好格局。③8

建设山青水绿新农村

下图：3月 11日，温县武德镇亢村农民忙着
春耕，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⑨3 徐宏星 摄

驻马店市 南召县娘娘庙村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杨凌）
3月 11日，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
记马懿主持召开郑州市委常委会
（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强调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
体行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用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把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
求、中央精神、省委工作部署不折
不扣地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要从习近平总书记
对郑州的关怀和鼓励中坚定信心、
鼓足干劲，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抢抓机
遇、奋发有为，以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为统揽，以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建设为引领，突出“五区联动”

“四路协同”，加快打造国际性综合
交通物流中枢，抢占内陆地区对外

开放高地，不断提升郑州的发展层
次和水平。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这次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与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贯通理
解，学深悟透，从中明确原则方向、
目标任务、落实措施。要做好“结
合”和“转化”文章，坚持学以致用、
指导实践，加强调查研究，对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各项工作特别是乡
村振兴、“三农”工作的思路举措再
深化、再完善、再提升，拿出更加务
实管用的办法，加大工作力度，扩
大工作成效。要把学习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推进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
抓好经济运行、项目建设、三大攻
坚战、机构改革、安全稳定、民生实
事、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努力保
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③9

郑州市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
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五区联动”“四路协同”
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