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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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要把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做好“三农”工

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

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不负

总书记重托，走好有河

南特色的乡村振兴之

路，在希望的田野上谱

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本报记者 刘亚辉 刘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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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调，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
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
筹谋划和推进。作为农业大市、农产
品加工业大市，我们深受鼓舞，深感责
任重大。”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驻
马店市市长朱是西表示，要认真贯彻
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找
准抓手、重在落实，切实提高农业的比
较效益，持续壮大驻马店市农产品加
工业，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产业支撑。

朱是西说，驻马店市农产品加工
企业规模全省第一，全市农产品加工
企业已发展到 1685 家，年实现产值
1633亿元，先后引进了泰国正大、河
北君乐宝、重庆恒都、山东鲁花等一
批知名企业，持续壮大了十三香调味
品、大程粮油、一加一面粉等一批本

地骨干企业，农产品加工业成为全市
的第一大支柱产业。驻马店已连续
21年成功举办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
资贸易洽谈会，产生了广泛影响，成
为农产品加工业界发展、技术合作交
流的重要平台和风向标。

作为农业农村部批复建设的目
前全国唯一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承载着中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参与
国际竞争的光荣使命，也是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举措。朱
是西表示，我们要发挥好这一平台的
作用，让更多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提升
竞争能力，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将继续办好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洽谈会，建设好中国（驻马店）国
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持续发展
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贡献力量。”
朱是西说。③5

□本报记者 柯杨

“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的全面振兴。高校要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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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
障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3月 14日，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赵国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赵国祥认为，高校有两个优势可
以发挥：一是人才优势，二是科技优
势。河南师范大学在发挥这两个优
势助力乡村振兴上进行了一些有益
探索。

在结对帮扶辉县市吴村镇柳湾
村时，河南师范大学不仅派出了驻村
第一书记，逐步增强该村党支部和村
委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还
派出了专门队伍，帮助柳湾村发展电
商经营，把当地特色农产品打造成了

“网红”产品。同时，该校还帮助村里
建起光伏发电站、制定乡村建设规
划，为村民提供种植养殖技术服务，

在精准脱贫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才优
势和科技优势。

赵国祥说，农村普遍缺少懂市
场、懂管理的人才，缺少愿意扎根农
村干事创业的能人。令人欣慰的是，
我省相关部门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
正创新开展乡土人才联络和回归工
作。今年春节前，多地都给在外务工
人员发送了温馨暖心的“家书”，还拿
出真金白银，通过发放创业补贴、实
行税费减免等，鼓励支持更多的乡土
人才返乡创业，为促进脱贫攻坚、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赵国祥建议，下一步要多措并
举，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人才保障
和智力支持：第一，高校要发挥主动
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立足乡村实
际，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强
农业现代化人才培养；第二，地方政
府牵头，组建专家团队，定好联系点，
开展乡村振兴专家服务；第三，尽快
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农民工技
能培训体系，鼓励行业、企业、院校和
其他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为乡村振兴
培养更多的“能人”。③8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产业支撑
——访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

为乡村振兴培养更多能人
——访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总书记对俺们是真上心、真关
心、真了解！‘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
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真说
到俺们心坎儿里了。”

3月 14日，拿着刊载有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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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的
《河南日报》，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党总支书记杨长家对着村里的大喇
叭，骄傲地说：“咱们村正朝着总书
记定下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
标迈进。这是全村人的骄傲，需要
大伙儿的共同努力……”

看着我们疑惑的眼神，杨长家
关了大喇叭，爽朗地笑了：“走走走，
我带你们到村里转转。”

离村部不远，东岳村文化中心
二楼“莲意阁旗袍”车间内，墙边整
齐摆列着一排身着精美旗袍的模
特，七八个农家妇女正在伏案缝制。

创办这个扶贫车间的是管金
枝，她早年跟着光山“充绒大军”四
处谋生，后来在新疆开起了旗袍定
制店。2017年年底，她回家乡一看，
服装车间、工厂四处开花，电商销售
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顿时便想回
乡创业。杨长家一听说，当即为她
腾出几间房。管金枝边搞培训边缝
制旗袍，一年下来，带出了40多位农
家巧手，卖出 400多件手工高端旗
袍，还乘电商扶贫东风开起了网店。

后山荒坡上，四方景农场主杨
长太正带人种下一棵棵银杏、百日
红、红叶碧桃等观赏树种。在外闯
荡多年的他，前几年回乡流转了
1000多亩地，靠着种植花木和生态
有机粮，自己致了富，还带着十多户
贫困户脱了贫。

一路走来，一排排白墙黛瓦的
农家小楼倒映在清水塘中，田园里
麦苗葱郁、油菜吐黄，美不胜收。杨
长家加快了脚步：“走，再到前面看
看，在杭州的一个能人朱祖明，要回
村办锂电池加工厂，我去帮他找厂
房……”③9

春到山乡万象新光山县

3月 11日，新郑市西泰山村千稼集特色小镇内，游客络绎不绝。该村是郑州市新农村建设的示范村，曾获“河南省生态旅游村”称号。初春时节，这里
人潮涌动、花香四溢，一幅美丽新农村的景象映入眼帘。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本报通讯员 肖伟 李东强

3 月 13 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
张汴乡北营村陕州地坑院景区，一
簇簇迎春花争相绽放。景区管理处
主任张春红正忙着为清明小长假做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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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
兴的全面振兴，再一次强调了传统文
化传承的重要性。”张春红激动地说，

“陕州地坑院传承的是独特的传统村
落文化，如何让沉寂在广阔大地上的
文化遗产、口口相传的民间技艺都活
起来，让传统文化遗产和当地乡村旅
游产业结合起来，造福一方群众，带
领百姓致富，我们一直在探索。”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工作有
了方向，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
陕州，依托地坑院这一独特古民居
资源，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不失

为一条捷径。”张春红说。
拥有 4000年历史的地坑院里，

传来“梆梆梆……”的声响，记者循
声而去，看到民间艺人朱秀云手持
棒槌，在案几上平铺一块手织棉布，
上面放上植物的叶茎和花瓣，用木
槌敲打几分钟，美丽图案跃然布上，
再经过固色，一件精美的捶草印花
土布作品就制作完成了。

而在陕州澄泥砚展演现场，一
块泥巴在匠人王驰手中三捏两揉，
就“变身”为一个造型独特的砚坯。
再经过炉窑烧制，就成为坚硬如铁
的澄泥砚。

张春红介绍，随着陕州地坑院
“跃”出地平线，地坑院民俗传统文
化传承迎来了春天，昔日的“泥腿
子”吃上了“文化饭”。

“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树立了
目标。我们一定按照总书记的嘱
托，做实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实干
大干，让群众生活环境变得更美，乡
村更加宜居，人人争做出彩河南人，
让乡村振兴成为现实。”张春红誓言
铿锵。③9

文化遗产活起来陕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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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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好有河南特色的乡村振兴路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广袤农村是林业生态建设的主
战场，农田林网是农业丰收的重要
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
为‘三农’工作、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提供了遵循，也为我省实施国土绿
化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指明了
方向。”省林业局局长秦群立说，今
后，我们既要注重农村经济结构调
整、大力发展优质农林产品，又要建
设和发展林业生态、湿地生态和草
原生态，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让林业肩负起促
进农村经济发展、美化人居环境、富
民惠民的神圣使命。

“为荒山披绿衣，为大地织锦
绣。我们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
让承载着无限乡愁的美丽家乡更加
生态宜居！”秦群立说。

以人才振兴助推产业兴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振兴
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
兴，既高屋建瓴又非常有针对性。”
光山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派驻
晏河乡帅洼村第一团支部书记周雨
虹说。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
力，需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就业。周雨虹说：“帅洼村的山水

资源好，目前正在规划发展乡村生
态旅游，希望以此带动青壮年在家
乡就业、创业，这样农村留守儿童、
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问题也能迎
刃而解。”

抓好基层党建促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开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水稻乡回回寨村党总支
书记郭红旗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照亮了未来乡村振兴的道路，“我
回去就要向全村党员传达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抓好党建、促进发
展。”

抓党建、促发展，这是郭红旗在
基层工作 14 年的心得。一手抓党
建，以干部的思想转变提升全村的
精气神；一手抓发展，结合村里优势
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道路。曾经软
弱涣散的回回寨村蝶变为崇尚勤劳
致富、精神面貌昂扬向上的富裕村、
先进村。

“对标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
要做的还有很多。”郭红旗深有感触
地说，“对我们农村基层干部来说，
就是要沿着总书记指明的方向一步
一步走好，把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的美好前景播种在希望的田野

上。”

满足农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总书记语重心长，充满深情，
对河南人民的关心关爱让人感动。”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院
长周崇臣说，我们要围绕人民群众
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实干，全面
落实保障好农村看病就医问题。

“我们要努力做到送医下乡，让
农民看病无忧，大力实施远程医疗
服务，连线乡（镇）村医疗卫生机构，
让农民也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周
崇臣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代表团
倾听农民代表的心声，给农村发展
明确方向，为农民加油鼓劲，让我们
感到十分温暖。”新密市超化镇黄固
寺村党总支书记樊海风说。

黄固寺村曾荣获 2017 中国十
大最美乡村的称号，该村围绕群众
集中居住、产业集约发展、环境集群
整治，全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着力
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
目前正在争创全国文明村，将真正
实现群众居住前有菜园、后有花园、
上楼可入住、下楼能就业，美好幸福
的生活就在眼前！”樊海风说。③4

勇当服务“三农”金融主力军
——访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王勇

□本报记者 陈慧 曾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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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
刻、内涵丰富，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
对性，为我省农信社在‘三农’天地里
建功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3月 14
日，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
记王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勇说，农信社因农而生，因农
而兴，离开农业、农村、农民，农信社
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近年
来，河南省农信社坚持回归本源、专
注主业，大力组织资金，增加信贷投
放，服务实体经济力度逐年加大，“金
融豫军”主力军作用更加彰显。

截至2月底，我省农信社各项存款
余额14305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的20.74%；各项贷款余
额8404亿元，占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
贷款余额的16.78%；存贷款余额、市场
份额均居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支农支小成效显著，涉农贷款占比

86.76%，小微企业贷款占比49.46%。
金融精准扶贫力度加大，全省农信社
扶贫小额贷款历年累计投放额占省内
3家主责任银行投放总额的82%。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农业发
展、乡村振兴寄予厚望，我省农信社
作为全省最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将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上来，充
分发挥点多、面广、线长和资金投放
便捷的优势，切实扛起服务‘三农’的
重大政治责任。”王勇表示，河南省农
信社将以支持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
食生产核心区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民营企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加大
信贷投放力度，完善金融服务，提升
服务质效，2019年计划投入 1000亿
元信贷资金。

同时，全省农信社系统将继续加
大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开发力度，积极
推广“兰考经验”“卢氏模式”，构建扶
贫长效机制，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贡献力量。③8

□本报记者 曾鸣 陈慧 李点 刘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