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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监中原行□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靳登高

“感谢工作组！是你们抓走了坏人，为
我们追回了钱和地，又帮我们修桥、铺路、
建广场。”10月 20日，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拉着商水县驻固墙镇徐屯村工作组组长的
手激动地说。这一幕源自周口市推行基层
综合治理新模式以来该村面貌的改观。

工作组进驻前，徐屯村“两委”班子涣
散，村务工作乱象丛生，村民怨声载道。工
作组进驻后，查处了违纪违法的村党支部原
书记徐某理、原村文书许某毛、村委会原主
任徐某平，将2名欺压乡邻的村霸移交公安
机关，修建“廉心桥”、清查违规发包土地、厘
清家底，安静祥和重新回到了徐屯村。

今年以来，周口市纪委监委以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为切入点，探索出了

“巡察村居发现线索、查办案件形成震慑、以案
促改集中整治”的基层综合治理新模式。全市
成立由纪委监委牵头，公检法协同配合，组织、
信访、扶贫、民政等部门参与的工作组，共进驻
45个乡镇74个行政村，摸排问题线索2256
条，党纪政务处分119人，司法处理（含刑事拘
留）274人，收缴违纪资金723.42万元，帮助收
回村集体资产合计667.05万元。

巡察村居先行，全面排查问题线索。
将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突出、涉黑涉
恶线索集中、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村作为
巡察对象。以巡察专职人员为主力，纪委
监委、财政、审计、公安等部门人员全程参
与，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民家中，贴近群

众排查线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立行立改；对发现的一般性问题，督促
相关职能部门整改；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
题，根据职责权限，分别移交当地纪委监委
或公安机关查办；对问题特别严重的行政
村，开展综合治理。

查办案件紧跟，形成强力高压震慑。
在巡察村居过程中，对指向具体明确的违
纪违法问题线索，坚持线索移交不过夜，按
职责权限分别移交当地纪委监委或公安机
关，由巡察组中配合巡察的纪检监察干部
或公安干警就地接收线索，立即开展查处，
形成对违纪违法人员的强力震慑效应。

集中整治兜底，实现基层长治久安。

对问题严重、线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行
政村，组成工作组开展集中整治。坚决撤
换软、散、瘫、恶、乱的村级班子，着力建立
肌体健康的村级组织。通过“五好家庭”

“好媳妇”“好婆婆”“致富能手”评选表彰等
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文明乡风。

“三不”一体推进，以案促改贯穿始终。
在党员会、干部会、群众动员会上用典型案
例进行警示教育，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廉洁氛围。截至目前，全市开展基
层综合治理的行政村已有37人主动投案供
述个人违纪违法事实。针对违纪违法案件
暴露出的问题，完善村级事务管理制度，构
建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框架，引导群众
敢用、会用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知情权、决
定权，着力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真正实现村
民自治，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③8

□本报记者 高长岭 曾鸣

金秋十月，大地一片丰收景象。在我
省的信阳、南阳和沿黄地区，稻虾共作、稻
蟹共作已成为农民种地的“新时尚”、农民
增收的“新法宝”。稻田里，稻穗金黄、蟹肥
虾跳，农民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新路子。

一水两用更赚钱

在信阳市罗山县庙仙乡熊林村林道静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水稻丰收
在望。稻田四周环绕着约1米宽的沟渠，清
水缓缓流淌，成群结队的小龙虾游得正欢。

“我这是一水两用，种一块地能挣两份
钱！”该合作社负责人陈广兵说，“你瞅这虾
个头多大，每公斤至少卖 60元！”2018年，
该合作社产小龙虾 39万公斤、稻米 120万
公斤，实现利润约1900万元。

我省不少地区稻田资源丰富、适宜小
龙虾生长。这些地区实施稻虾共作，可实

现小龙虾、水稻同步增产，让更多农户增
收致富。稻虾共作，可以有力地助推村民
脱贫。

邓州市积极推进稻虾混养、稻鱼混养、
优质鱼类养殖等项目，项目全部实施后每
年可产优质水稻 240万公斤，优质小龙虾
72万公斤，优质淡水鱼210多万公斤，预计
可带动周边农户开展种养面积 8000亩，每
年带动500多人脱贫。

按照匡算，实行稻虾共作，仅小龙虾每
亩每年就可以产300公斤，最低收入1万元，
扣除3000多元投资成本，能挣6000多元。

绿色农业更生态

水稻田里养殖小龙虾，不仅可以大幅
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促进土地生态恢复。

陈广兵说，小龙虾在稻田里活动，不仅
可以为稻田除草、松土，小龙虾的排泄物还
是稻子的天然肥料；稻子可以为小龙虾提
供食物，为小龙虾遮阴、避害。稻虾“合
作”，优势互补，养殖小龙虾不用化肥，不打

农药，小龙虾更干净、肉质更鲜美，大米饱
满香甜、品质更好，稻虾共作收到了绿色种
植、生态养殖的效果。

信阳市水产局局长耿继宇说：“稻虾共
作能减少使用化肥、农药70%左右，为提高
稻米品质、助力脱贫攻坚，尤其是改善生态
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邓州市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
水源地保护区内，农业生产中不允许使用
化肥、农药，我们利用丹江水发展稻虾共
作，也不能使用化肥、农药，恰好与水源地
保护政策相符，我们的稻米和小龙虾品质
更好，在市场上更有竞争优势。”楚豫香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说。

前景广阔有潜力

发展稻虾共作、稻蟹共作，逐渐成为我
省稻区农民的新时尚。罗山、潢川、固始、
淮滨等县的稻虾共作产业发展迅速。全面
启动稻虾共作工作以来，信阳市稻虾共作
面积由 2017年年初的 2.71万亩，发展到现
在的84.5万亩。

在丹江口水库附近，淅川县厚坡镇稻
虾共作面积已达 4000多亩，丹江水养出来
的小龙虾备受市场欢迎。

在黄河北岸，原阳县太平镇水牛赵村
的合作社注册了“水牛稻”商标，流转土地
1800 亩，托管土地 2 万多亩，发展稻蟹共
作、稻虾共作，虾肥稻香，吸引了新乡、郑州
不少市民前来旅游，形成了集观光旅游、农
事体验、餐饮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我省水稻种植面积 920万亩，适宜开
展稻渔综合种养的面积约 400万亩，稻虾
共作、稻蟹共作方兴未艾，具有较大的发展
潜力。”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赵耕说。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烜）10
月 24日，记者从许昌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郑许一体化发展
规划（2019—2035）》（以下简称《规划》）日前获得省中原城
市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批复。郑州与许昌两地将“手
牵手”，加快形成“一轴双核三区”的发展格局。

《规划》涉及范围包括郑州市、许昌市全域，国土面积
12442.2 平方公里，其中郑州市中心城区、许昌市中心城
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
中牟县、长葛市、鄢陵县、禹州市为一体化重点发展区域，规
划期为2019年至2035年。

《规划》构建了“一轴双核三区”的发展格局：“一轴”，即
郑许纵向发展轴；“双核”，即郑州中心城区和许昌中心城
区；“三区”，即依托郑许一体化主轴，突出周边区域特色，构
建生态养生功能区、产业转型和都市体验功能区、生态物流
融合功能区3个特色功能协同区。

《规划》明确了郑许一体化区域的战略定位：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中原城市群核心增长区、改革
开放创新先导区、先进制造业引领区、枢纽经济发展集中
区、生态文明和健康养生示范区。

《规划》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编制，编制工作于2017
年年初正式启动，2019年5月完成规划成果并通过省发展改
革委组织的专家评审，最终以省中原城市群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文件形式正式印发。作为郑许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性
文件，《规划》的获批将进一步助推郑许一体化发展。③8

稻虾共作 绿色发展新风景

周口推行基层综合治理新模式

“巡察+办案+整治”让乡村焕发新气象

《郑许一体化发展规划（2019—2035）》获批

加快构建“一轴双核三区”
发展格局

□郑占波 摄影报道

10 月 23 日，洛阳市西工区
红山实验小学的 110名学生，走
进孟津县会盟镇万亩高产优质水
稻种植基地，学习收获水稻知识，
尽享金秋田园乐趣。⑨6

田间课堂
收获乐趣

▶

展示自己收获的水稻

▼亲自体验收获水稻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李建国

“国庆节期间，俺的农家乐 3天挣
了 6000多元呢！”10月 21日，济源市
王屋镇愚公村农民王大妈满脸兴奋，
言辞中露出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她说，自打村里的电网改造后，这里搞
起了旅游业，家乡漂亮了，村子变美
了，村民挣钱也容易了，尤其是国庆

“黄金周”，游客络绎不绝，小车把村里
的停车场挤得满满当当，村民的土特
产品被抢购一空，农家乐的餐桌“一
位”难求。

电耀深山村，照亮幸福路。济源
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山区，脱贫攻坚
任务繁重。近年来，国网济源供电公
司充分发挥行业优势，积极助力脱贫
攻坚，全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
中，用优质电能照亮了山区农民的脱
贫致富路。

深山村织起“光明网”

“电压稳、电力足，干啥都顺畅。
如今家里装了空调，村里装了路灯，机
井装了电泵，养殖区装了保暖降温设
备，俺靠土鸡养殖和石榴种植摘掉了穷

帽子。”10月 21日，正在下冶镇朱庄村
自家石榴园里忙碌的刘老汉笑着说。

“以前村里只有 1台变压器，现在
有好几台，容量提高了好多倍。”朱庄
村由于位置偏僻，以前这里基础条件
跟不上，村里比较贫困。该村干部介
绍，2016 年，济源供电公司改造了村
里的电网，对原有的 100千伏安变压
器进行了增容，新增了变压器。2017
年至今又先后增加了变压器布点，并
实延伸了供电线路。随着电力设施建
设力度的加大，四通八达的电线也为
朱庄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现
在村里有不少村民因为发展特色养
殖、蔬菜制种和石榴种植三大产业而
走上了致富路。”

济源供电公司配网办负责人王中
州介绍，近年来，该公司在高质量完成
贫困村电网改造和电网薄弱村电网优
化完善的基础上，紧密对接山村居民
生产生活和产业发展，跟踪满足电力
需求，促进了全市 59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209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6524人
提前脱贫。2019 年，他们又完成 75

个行政村的配电网再完善、再补强任
务，新建和改造变压器台区123个、高
低压线路 39千米，进一步助力山村产
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电力通，百业通。”济源供电公司
驻下冶镇陶山村第一书记刘召唤说，
从村道亮化、广场美化，再到养殖、种
植和旅游，电力不仅照亮了群众新生
活，也成为山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动力线架起“小康桥”

“河两岸分布着 5台变压器，动力
线经过地埋通往村里的 3个旅游景点
和 5 个林果采摘园，俺村也依托‘旅
游+产业’摘掉了穷帽子，乡亲们也走
上了小康路。”邵原镇双房村党支部书
记秦随明说。

以前的穷山沟，如今的网红打卡
地，双房村变身的背后离不开电力的
强劲支撑。秦随明说，农网改造是利
民惠民的大好事，一条条动力线架起
了“小康桥”。2016年，济源供电公司
对双房村电网进行了整村改造。随

即，在国家惠农政策支持下，该村确立
“景村一体”的发展思路，整合山水文
化、人文民俗和土地资源，积极推行

“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运营
模式，形成了旅游业龙头带动、休闲观
光农业和采摘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格
局。其间，供电公司又两次对村里的
电网作了完善和补强，有效保证了双
房村经济发展。

“农村要脱贫，农民奔小康，产业
发展是关键，电力供应是基础。”坡头
镇栗树沟村党支部书记王文周介绍，
他们村在实施“旅游+合作社”和“公
司+电商”产业模式过程中，供电公司
提前接入、主动服务，做到产业发展到
哪里，动力线就布局到哪里，供电服务
就跟进到哪里。如今贫困群众通过农
特产销售、餐饮、保洁、孔雀饲养等途
径，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就业、增收，实
现了稳定脱贫。

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和乡村振
兴战略落地实施，用电需求持续走
高。济源供电公司密切关注产业发展
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和业务统筹，挑选

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服务团队，超前谋
划、提前介入，跟踪做好电力保障，实
时开展变压器增容、布点和配电网补
强工作。2018年以来，该公司先后对
102个村的动力线进行了延伸，为235
个农业产业项目建设输送了优质可靠
的电能，有效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向
纵深开展。

“俺如今在村里的旅游公司上班，
附带卖些土蜂蜜、山核桃和野木耳，每
年收入 5万多元，以前渴望的小康生
活而今变成了现实。”思礼镇水洪池村
居民小苗说。

优质电筑起“幸福路”

“你们的服务真周到，连保险丝这
样的小问题也不放过。电好使，生意
做起来顺心。”10月 21日，该市王屋镇
五里桥村农民高翠芳看到自家“农家
乐”的用电隐患被排除，向上门服务的
济源供电公司工作人员连声感谢。

济源供电公司王屋供电所所长王
志强介绍，王屋镇旅游资源丰富，为了

备战“十一”黄金周，确保电力安全可
靠供应，他们提前行动，重点对辖区
39个山水游、乡村游景点和 166家农
家乐、65个土特产小商品市场用电情
况全面把脉，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指导客户做好安全用电相关事宜，用
优质电能服务千家万户，让群众感受
新生活带来的幸福感。

济源市扶贫办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济源具有独特的旅游业发展优
势。截至 2018 年年底，该市 59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全部脱贫，其中有 35个
村借力旅游实现脱贫目标，“这与电力
保障密不可分。”

据了解，济源供电公司以基层供
电所为单位，不断优化“网格化”站点
布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上门服务，实
现用电需求无缝对接，高效解决各类
用电问题，把安全用电、科学用电工作
做到每家每户。仅今年以来，该公司
就治理安全用电隐患 655例，上门解
决客户用电难题 369个，发放安全用
电资料 12000多份，切实用优质电能
筑起了山村群众的致富路。

服务永无止境。济源供电公司负
责人表示，今后他们将持续提高电力
保障能力和优质服务水平，全力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切实把“人民电
业为人民”的宗旨落实到万户千家。

济源电力扶贫 照亮王屋山村幸福路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刘俊佑 施书芳）10月 24
日，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10月 27日起，郑州新郑国际
机场将执行2019年冬航季航班计划，新开、加密部分航线。

今年冬航季航班计划执行时间为10月27日至2020年3
月28日，共22周。郑州机场周航班计划量为4750架次，其中
客运航班每天将超过580架次，货运航班每天将超过30架次。

冬航季航班计划执行后，在郑州机场运营定期航线的
客运航空公司达到 52家（国内 33家，国际及地区 19家）。
与 2018年冬航季相比，新引进泛太平洋航空、马印航空 2
家国际客运航空公司，新开郑州至伦敦、吉隆坡、卡利博等
国际航点，新开郑州至图木舒克、莎车、澜沧等国内航点。

与2018年冬航季相比，郑州机场新增24条客运航线，
其中国内航线18条、国际及地区航线6条。主要包括：南航
新增郑州至伦敦航线、郑州经乌鲁木齐至莎车航线、郑州经
乌鲁木齐至图木舒克航线、郑州经昆明至澜沧航线、郑州经
重庆至西双版纳航线；深航新增郑州至长春航线、郑州至昆
明航线、郑州至福州航线、郑州至呼和浩特航线；西部航新增
郑州至大阪国际航线、郑州经格尔木至拉萨航线、郑州经泉
州至三亚航线；东海航新增郑州至重庆、郑州至烟台航线；泛
太平洋航新增郑州至卡利博国际航线；艾菲航新增郑州至莫
斯科国际航线；华夏航增加郑州经毕节到重庆、郑州经六盘
水至贵阳、郑州经包头至天津、郑州至曼德勒航线，原有的郑
州至重庆、郑州至包头等航线航班时刻也有所调整。

货运方面，郑州机场将新增3条货运航线，分别是顺丰
航新增郑州至吉隆坡货运航线，中原龙浩新增郑州至河内、
郑州至大阪货运航线。

郑州机场提醒，执行冬航季航班计划后，航班时刻有所
调整，旅客可致电 24小时问询电话 0371-96666，或者通
过郑州机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③9

10月 27日起郑州机场执行冬航季航班计划

航班时刻将有所调整

10月 22日，孟州市槐树乡汤庙村生态石榴观光园的
泰山红石榴喜获丰收。近年来，该市着力打造特色生态农
业，发展生态观光游。金秋时节，当地10多个观光采摘园
开园，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⑨6 赵春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