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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运海

12月 19日，卢氏县东明镇当家河村
核桃科技扶贫示范园区。

这里曾经杂草丛生，如今漫山遍野的
核桃树长势良好。园区边竖立着一块醒
目的标识牌：卢氏县国家储备林一期 003
号基地。原来，这是依靠国家开发银行
705万元低息贷款建设的，可直接带动32
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省自然资源
部门充分利用土地整治、废弃矿山修复、
国家储备林建设等政策，实施生态扶贫，
激活了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走出了一条
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双赢的新路子。

土地整治土“生”金

卢氏县官道口镇车岭村地处伏牛山
区，耕地都是山坡地，村民靠天吃饭，收益
较低。去年 7月，卢氏县投资 1150 多万
元对这一区域 8000 亩耕地实施提质改
造，修建蓄水池、管道和田间道路，完善农
田配套工程。如今，三门峡市一家公司以
每亩 500元的价格流转 3600亩土地种植
优质苹果，村民还能到苹果园打工挣钱。
土地整治给农民带来了真金白银。

我省全面实施“土地整治1+N”行动，
将土地整治与生态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高
效农业等相结合，推动土地流转，促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去年 5月，息县对项店镇 1.57万亩耕
地实施土地规模流转综合整治，将昔日的

“面条田”整治成大块田，并流转给种植大
户种植弱筋小麦。目前，这些田地已经成
为贵州茅台酒厂的有机小麦标准示范基
地，带动大批贫困户脱贫致富。

废弃矿山成“聚宝盆”

位于息县境内的濮公山曾经由于开
采不当，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从 2012年
开始，息县果断关闭水泥和石材开发等企
业，如今濮公山绿树成荫，环境优美，建成
了矿山公园，成为休闲旅游的好地方。

在光山县槐店乡境内的寨山，掘土机
等机械正在平整山坡地。因石料开采，寨
山生态环境曾遭破坏，县自然资源局实施

“生态修复+”工程，把生态修复与文体旅

游结合，规划建设合璇飞行岛飞行营地，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新的乡村旅游点。

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
处长王保海说，我省正加快矿山环境整
治，对近 3000个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
治理，逐步使144平方公里矿山变成绿水
青山，并将废弃矿山附近的贫困村打造成
水畅、绿浓、景美、宜人宜居的风情乡村，
引导群众走上生态致富之路。

做好“山水文章”

地处伏牛深山的嵩县黄庄乡三合村风
景秀丽，然而全村352户人家三分之一都是
贫困户。今年7月，我省实施规划师下乡，
三合村被列为试点村庄之一。规划师对村
内所有的民居进行了统一规划。如今，三
合村成为全省著名的写生基地，村民从经
济收入到精神风貌都发生了巨变。

省自然资源厅党组书记刘金山说：“如
何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做好山水文
章，这是生态扶贫中值得探讨的课题。”他认
为，搞好生态扶贫，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特色林业产业和特色种养业，促进生态保
护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在保护生态中发
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真正绿了环境，也鼓
了钱袋。 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在农村，经常有些“鸡毛蒜皮”的小纠
纷。但如果当事人的“气儿”不顺，小疙瘩
可能积成大疙瘩，有的甚至发展成信访矛
盾或司法案件。

如何解开这些“小疙瘩”？新野县“三
理”室给出了答案：让群众遇事有地方说
理、有“明白人”评理、有基层组织处理，“法
治、德治、自治”有机融合，绝大部分矛盾纠
纷提前消解、就地化解。

12月 16日上午 10时许，在新野县王
集镇西赵庄村的“三理”室里，主持人、当事
人、“明白人”、见证人落座后，老支书张学
州字正腔圆地宣布“调解程序现在开始！”

所为何事？原来，今年 8月，该村村民
李根州浇地时，粪水流到了相邻地块儿，袁
喜来家二亩半花生苗被淹死。当时二人都
在气头上，说了几句“怄气话”，就这么“杠”
上了。

“按照市场行情，赔偿2500元损失费，
这事儿咱扯平。”袁喜来先开腔。

“俺咨询过律师，青苗赔偿一亩地就是
500块钱，顶多赔给你 1200元。”李根州毫
不示弱。

“明白人”李保玉做思想工作，“乡里乡
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吵个啥，争个啥，都各
让一步。”

经过“明白人”反复讲情、调解，吵了三
四个月的李根州和袁喜来握手言和，最终
以赔偿 1600 元达成共识，并现场签订了

“协议”。
像这样充满“仪式感”的调解，经常在

“三理”室里进行。据统计，新野县“三理”
室自 2015 年运行以来，共有效化解矛盾
3360起，件件登记在册，全县信访总量下
降 23.2%。2016年，新野县被全国普法办
表彰为“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县”。

记者看到，在新野县每个村的矛盾化
解“三理”室里，《矛盾化解“三理”室“明白

人”名单》《矛盾化解“三理”室工作程序》均
悬挂在显眼位置；档案柜里，各类法律政策
书籍和矛盾化解台账摆放整齐；每天都有
村干部值班，随时受理群众反映问题。

“三理”室化解矛盾靠主持人、“明白
人”、见证人一起为当事人调解。主持人由
联村干警和乡、村干部担任；当事人为矛盾
纠纷的双方或多方人员；“明白人”由本村
阅历深、经验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人员组
成，主要来自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推
选和村委会聘任的“五老”人员；见证人为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传统的民事调解主要由政府职能部门
或者村级干部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唱“独角
戏”，没有群众广泛参与，往往导致群众对
调解结果不买账。新野县委政法委书记郭
恩建介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健
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
理基础。我们在‘三理’室设置‘明白人’，
就是为了加强社会参与度，增强群众自治
功能，实现调解主体多元化，让群众心服口

服。”
为了解决以往调委会“行政色彩浓、

调解人员固定”等问题，新野县总结调解
经验，形成了“村组推荐、群众把关”的“明
白人”见证人选拔制度，从全县 13 个乡
镇、2个街道办事处选拔老党员、老村干、
老教师等人员，组建了 8350 人的“明白
人”库。当事人可以自己从“明白人”库里
挑人调解，也可以“一事一议”地进行“明
白人”、见证人的选派结合，实现了群众

“自个儿选人评理，自个儿服气认理”的矛
盾化解机制。

“牙齿和舌头有时候还打架呢！都是
乡里乡亲的，只要愿意坐下来说，没有啥
大不了的事儿。”“明白人”李玉荣很有“心
得”，“很多小纠纷，长辈们入情入理地分
析，外加批评劝说，在田间地头就说合
了。”

新野县上庄乡乡长周博说：“‘三理’室
就相当于给老百姓的情绪找到一个‘缓冲
带’，只要矛盾、委屈找到了释放的地方，大
事化小、小事化了，社会就更加和谐美好
了。”

新野县委书记燕峰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三理’室在矛盾化解中，实现了依法、
循理、融情相统一，构建了‘法治、德治、自
治’的新格局，也是基层治理的新探索，有
力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③5

本报讯（记者 曹萍）12月20日，记者从
省卫健委获悉，在国家卫健委日前评选出的
全国医养结合典型经验名单中，我省兰考县
卫健委、郑州市爱馨阳光城等8家单位的经
验入选。

据悉，此次评选是国家卫健委与世界
卫生组织共同开展的、名为“医养结合在中
国的最佳实践”项目。医养结合是指将医
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的新型养老模
式，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等于一体，实
现“有病治病、无病疗养”。

我省入选的 8 家单位为商丘市卫健
委、兰考县卫健委、郑州市爱馨阳光城、郏
县四知堂中医院、鹤壁市老年公寓、淇县朝
阳仁爱康复养老中心、南阳市第九人民医
院、濮阳市中医院，这些单位创新“医养联
合体”三级养护模式、打造立体式医养结合
服务体系等典型经验做法，推动了我省医
养结合深入发展，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提供
了更多思路。③6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烜）“路面平，环境美，还增加了
健身步道和趣味书屋，很多搬走的老邻居
又搬回来了。”12月 20日，69岁的许昌市
魏都区延中小区居民张炜华和几个老姐妹
在小区健身广场锻炼身体，说起小区环境
之变，她高兴得合不拢嘴。

延中小区过去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环境
脏乱不堪。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实施，
这个老旧小区“脱胎换骨”展新颜。目前，聚
焦群众所急所盼，许昌市已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553个，受益居民超15万人。

老旧小区改造牵涉范围广、涉及群众多，
如何把这项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切实提升群
众满意度？许昌市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调
动居民参与小区改造的主动性、积极性。

延中社区党支部书记丁慧敏介绍，小区
改造方案充分征求了居民建议并经过社区公
示、居民认可，围绕道路、管网、绿化、健身器
材、停车设施等基础设施提升，着力为居民营
造管理规范有序、卫生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结合不同社区特点，许昌按照“一院一
策”的工作思路，在精细化上下功夫，使一个
个“脏乱差”的小区变为富有魅力的宜居之
所。改造后，许昌市通过业主自治、市场化
物业管理等多种形态的小区管理模式，加
强老旧小区的规范化管理。在老旧小区周
边，许昌市实施了养老、卫生、健身等服务
体系建设，建成了 15个养老中心、13个卫
生服务中心、96个健身广场、100个社区卫
生站、100个社区便民店，推动了公共服务
的同步提升。③6

我省8家单位入选全国
医养结合典型经验名单

新野县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选出“明白人”化解“糊涂账”
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河南实践河南实践

许昌553个老旧小区
美丽“蝶变”

生态扶贫绿了环境鼓了钱袋

▲12月 20日，在汝南县三门闸街道老祖庙村
文化广场上，该县 2020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正式启动。图为书法爱好者现场为村民写春
联。⑨6 孙凯 摄

◀12月 20日，在尉氏县邢庄乡屈楼村，开封市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舞蹈演员为村民表演
节目。⑨6 李新义 摄

“三下乡”暖民心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20日，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
悉，该委与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自然资源厅、国开行河南分
行联合下发《河南西部（洛阳—平顶山）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
设方案（2019—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构筑以示范园区
为核心，多个空间层次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一带、两核、九
点”产业空间总体布局。

《方案》提出，河南西部（洛阳—平顶山）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依托自然地理格局和现有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综合考虑
现有产业基础、功能定位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打造“一带、两
核、九点”产业空间总体布局。具体来说，“一带”是指依托焦
柳铁路和宁洛高速公路等重要交通运输通道；“两核”是指打
造国家级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 2个产业转型升级核心示范园区；“九点”是指以洛阳市
偃师市、孟津县华阳、新安县、宜阳县、伊川县和平顶山市舞钢
市、叶县、汝州市的产业集聚区及宝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
载体的9个产业转型升级重点园区。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洛阳、平顶山两市要以此为
契机，力争到2025年，将河南西部（洛阳—平顶山）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成为中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开放式创新发展实
验区、资源型产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和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③9

《河南西部（洛阳—平顶山）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建设方案（2019—2025年）》印发

打造“一带、两核、九点”
产业空间总体布局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12月 20日，全国第六届“好记者
讲好故事”巡讲团河南巡讲活动在开封举行。来自中央主要
新闻单位、全国行业类媒体及部分省区市的10位优秀记者向
听众分享了10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展现了新时代新闻工
作者的职业风采和责任担当。

在巡讲会上，10位巡讲团成员用饱含真情的话语、制作精
湛的视频为现场观众带来一个个极具震撼力的新闻故事：从家
国情怀到脱贫攻坚，从“一带一路”到人间真情，从大国制造到大
爱无疆。10位新闻工作者用真实的笔触、朴实的语言、美好的镜
头表达所见所思所感，抒写着人民心声，见证着时代进步，传播
着中国声音，树立和传播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好记者讲好故事”是中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中
国记协共同主办的活动，从2014年开始，已连续举办6届。该活
动已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引导社会舆论、树立记者形象、推动队伍
建设的一个创新平台。今年，河南省2名选手进入全国30强。

巡讲团成员、柘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坤龙表示：“把河
南农民故事讲到全国，是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中宣部、中国记协，省委宣传部、河南记协，开封市委有关
负责同志参加了“好记者讲好故事”在开封的巡讲活动。巡讲
会后，巡讲团成员与开封部分市直媒体记者座谈交流。③5

全国第六届“好记者讲
好故事”巡讲团走进河南

我省正加快矿山
环境整治，对近
3000 个 废 弃 矿
山进行生态修复
治理，逐步使 144
平方公里矿山变
成绿水青山

3000
个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

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扎实
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强农村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改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
理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农民增收是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要发展富民
乡村产业，积极鼓励各类人才返乡下乡创业创新，稳定农民工
就业，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整治力度，多渠道促进农民持
续增收。

会议指出，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
的头等大事，要下大力气抓好粮食生产，强化粮食安全省长责
任制考核，加大对产粮大县的奖励和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农
业补贴政策，保障农民种粮基本收益，稳住粮食播种面积，稳
定粮食产量。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和“菜
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要加
强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启动农产品
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加大水利建设力度。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业
农村优先发展，强化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发挥好农村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要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完善乡村
产业发展用地政策，强化人才和科技支撑。要抓好农村重点
改革任务，坚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稳定，全面推开农村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试点。要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
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积极调处化解乡村矛盾纠纷，维护农村社
会和谐稳定。要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尊重农民意
愿，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当务之急的事一件一件解决好。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有
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出席会议。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洛阳、平顶山两市要力争到 2025 年，将

河南西部（洛阳—平顶山）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建设成为中西部先进制造业基地、开放式

创新发展实验区、资源型产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和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医养结合是指将医疗资源

与养老资源相结合的新型养老

模式，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

等于一体，实现“有病治病、无

病疗养”。

12月 18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桥工段
工人连续奋战3个小时，成功将服役到期的木枕道岔更换为
混凝土道岔，为即将到来的春运夯实安全基础。⑨6 李中华
代家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