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汝南是一片红色的热土，土
地革命时，汝南地下党成立了苏
维埃政权。抗战时期，汝南党组
织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带领汝
南人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汝
南是“中国梁祝之乡”，2006年被
联合国命名为“千年古县”；2009
年荣膺“中国最美小城”称号。
如今，老区又添新名片，向着“中
国渔都特色小镇”的目标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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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勇 李岚 杨晓东

早 6点，王全良边敲击船帮，
边撒网将鱼赶进“鱼箱”。渔网银
亮，水阔舟轻，汝南宿鸭湖畔鱼码
头，一场“渔获大戏”接近收官。

岸上的吊车将鱼兜缓缓降下，
浮船上十来个精壮汉子，起鱼分拣
抓大放小一气呵成。

不一会儿，“吃”得饱满的鱼兜
如巨桃下坠。吊车将鱼兜稳稳传
送到运输车上方，司机阿杰薅住鱼
兜垂下的绳扣，轻轻一扯，闪闪发
亮的鱼群倾泻而下，落入水箱。

鱼老板张广阔要了 13560 斤
鲜鱼。“这一车鱼发往杭州，夜里 8
点到，9点开市，一小时卖光。”

目送3辆大车将3万多斤鱼运
走，宿鸭湖生态养殖公司副总经理
龚玉法这才松了口气。

7点，捕捞工人纷纷上岸，大湖
重新归于平静。脱下笨重的橡胶
衣，在风浪里劳作了几个小时的老
乡，露出了“本相”。“最年轻的也小
50了，最大的 70多了。”负责养殖
技术的公司副总经理詹新生介绍。

家门口的万顷大湖，是渔家人
的聚宝盆。家住宿鸭湖大坝下杨
沟村的王全良，十多岁就靠捕鱼撑
起一个家。

十多年前，由于周边农田退水涌
入，水藻疯长，美丽而富饶的大湖水
质急剧下降，鱼少了，鸟也飞走了。

污染打碎了聚宝盆，王全良只

好将自己的双体蚱蜢船挂到墙上。
让王全良没想到的是，随着宿鸭

湖生态养殖公司的到来，他成了一名
渔业工人。每年将数万斤鱼放进大
湖，人放天养，让它们吃水草水藻。

几年下来，王全良惊奇地发现
宿鸭湖水慢慢变清了，养出的鱼也
更肥美更好吃了。这一养殖模式，
被宿鸭湖生态养殖公司董事长马
留功称为“大鱼治水”。

何谓“大鱼治水”？就是让放
入的大鱼牧草，控制藻类，以水养
鱼、以鱼净水，形成良性循环的生
态闭环。

公司经验在驻马店板桥、薄
山、铜山等水库成功复制，带动1.4
万多名养殖户致富，吸纳闲置劳动
力3万多人就业。

美名传到千里之外，团队应邀
北上治理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
——乌梁素海。

因污染乌梁素海高度富营养
化，鱼虾一度灭绝。

2012 年，20多名汝南老乡将
大鱼运进了乌梁素海，拉开了“大
鱼治水”走出河南的序幕。

詹新生说，当时每年投放一万
多斤草鱼、花鲢和白鲢。

草鱼特别贪吃，长一斤要消耗
80 斤到 120 斤水草；白鲢爱吃浮
游植物，花鲢爱吃浮游动物。靠着
这些“吃货”，2015 年祸害乌梁素
海的水草逐步得到控制。

8年后，“大鱼治水”团队成功

控制了乌梁素海 9万亩区域的水
草疯长，沉寂多年的乌梁素海重回
生机，鱼鸟成群的美景又回来了。

更让詹新生骄傲的是，“2016
年，我们在乌梁素海举办了首届螃
蟹节，还连续办了两届冰雪捕鱼节”。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河南老
乡不仅让当地牧民吃上了“平价
鱼”，还输出经验带动了周边海子
的水体治理，受到内蒙古自治区领
导的肯定和赞扬。

大鱼治水，风生水起；久久为功，
水到渠成。2019年中国渔业协会授
予汝南“中国渔都”称号。近年来，汝
南将“中国渔都特色小镇”建设列为
重点建设项目，打造集科技研发、生
态养殖、冷链物流、网络交易、文旅观
光等于一体的现代渔业全产业链，构
建宿鸭湖绿色生态经济圈。

7月 20日，王全良忙着整理渔
网，特意将挂了很久的双体蚱蜢船
取下来擦拭一新。王全良是十里

八村旋网撒得最好的渔民，如今
60多岁了，抄起20多斤的旋网，依
然虎虎生风。随着渔都小镇建设
推进，公司打算将王全良包装成真
正的“网”红。

“渔船、渔网捐赠给将要建设
的渔业博物馆，规划的鱼市街专门
给王老汉留出一个区域，让他表演
撒网绝活。”詹新生期待王全良的
再次转型。③3

记者手记

宿鸭湖渔民老乡，骨子里流淌着

老区人的红色基因，他们住窝棚、啃

咸菜、斗蚊虫、养大鱼、治污水，可歌

可泣，无怨无悔，让“大鱼治水”的好

经验改善生态环境造福万千百姓，赢

得了当地人的敬佩，为汝南捧回“中

国渔都”的金字招牌增添了沉甸甸的

砝码，“大鱼治水”的传奇故事掀开了

新的篇章。③3

7月20日，宿鸭湖渔民正在分拣渔获。⑨6 孙凯 摄

宿鸭湖清淤工程船正在作业宿鸭湖清淤工程船正在作业。。⑨⑨66 王天定王天定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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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应良 何娟

王屋山脚下的河南济源愚公村
是传说已久的愚公故里。寓言里

“高万仞”的大山被神仙搬走，现实
中的太行、王屋却搬不动、挪不走。

愚公村曾因交通闭塞而陷于贫
困，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看天吃饭。脱
贫攻坚战打响后，愚公子孙传承愚公
移山精神，搬掉贫困大山，发展乡村旅
游，正朝着乡村振兴的目标奔跑。

昔日贫困户 今朝脱贫忙

愚公村约 70%是林地，人均耕
地不足 1亩，地薄土贫，小麦亩产不
到500斤。

踏进村民苗务成的院子时，他
正靠在躺椅上看书，瞥见记者进院，
忙把书扣在椅子上，起身迎了过来。

他家的院子很独特：靠山一间
破败的窑洞，塌了一半；两边各一间
墙体开裂的土坯房，贴了封条；一座
新盖的砖房正对窑洞，客厅、厨房、
卧室齐备。

三代住房共存一个院子，仿佛无

声诠释着岁月的痕迹和时代的变迁。
“这是 2018 年危房改造时，政

府帮忙新盖的房子。”今年69岁的苗
务成很健谈，“老房子不让住啦，怕
不安全。”

苗务成和老伴儿乔素平患有多
种慢性病，三个女儿早已远嫁，老两
口以前靠1.2亩薄田过活。

2017 年 5 月，苗务成家被确定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医疗保障、
光伏发电、危房改造、社会救助等11
项扶贫政策。

“我是既享了政策的福，又沾了
村里的光！王屋山景区需要临时工，
村里就喊我去帮忙，一年能赚好几千
元。”苗务成精气神很足，指了指放在
椅子上的小说，“你看，物质生活好
了，我也开始注重精神生活了。”

2019年 10月，苗务成摘掉贫困
帽。今年4月起，他又在村里担任护
路工，每月有800元的收入。

“以前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现
在出门是公路，抬脚上公交。我把
公路维护好，也算给村里的旅游事
业做贡献。”苗务成说。

目前，愚公村还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5户 12人。愚公村党支部书记
王石柱说，旅游发展的红利也会惠
及他们，景区物业管理和劳务用工

都可以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风景变“钱”景 农民忙转型

晚上8时许，愚公村王屋老街灯
火阑珊，游人如织。青砖，灰瓦，老
榆古槐，仿佛时光倒流几百年。

王屋老街所处位置原是愚公村
三门沟居民组。2014年，为对旅游
提质升级，当地谋划实施王屋老街
项目，要搬迁73户村民，但大家并不
买账，王院就是其中一户。

51岁的王院见过世面，做过民
办教师，承包过学校食堂，还当过水
泥厂工人。后来因为老人生病，只
好回家种地。

“当时我种西红柿，一亩地赚上
万元。租出去一亩地才一千二，不
划算！”王院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你能保证西红柿一直卖高价
吗？”村干部的一句话让王院有点动
摇，眼看村里种西红柿的人越来越
多，可能供过于求。

“把景区规划和愚公村发展结
合起来，融入全域旅游大格局，才是
长久之计。咱们呐，不能只顾眼前
利益，忘了子孙后代的未来。”前来
劝说的村干部趁热打铁，阐明利弊。

王院思考了很久，最终决定吃
“旅游饭”。随后几年，西红柿价格

果然上上下下，起伏不定。
搬到安置区的王院，盖了一座三

层小楼。2019年他赶在“五一”前把
住家改成农家乐，和老街一起开业。

没想到老街人气火爆，开业四
天迎来20多万名游客。“客房全部被
预订，一个假期赚了5000多元。”

“有了风景，就有了‘钱’景！要
发展还得有愚公的长远眼光，决不
能像智叟那样目光短浅！”王院感
慨。

王 屋 老 街 带 动 了 景 区“ 夜 经
济”。每当华灯初上时，源源不断的
客源就涌向愚公村。

如今，愚公村 10 个居民组有 7
个吃的是“旅游饭”，农家乐从最初
的 4家增加到 80多家，村里 90%的
收入来自旅游。

提质不停步 山村变“总部”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
着金银山，何愁不小康！”2014年，在
外打工多年的乔凤田嗅到乡村旅游
的商机，回村创业，开了愚公村第一
个可网络预订的农家乐。

“生意越做越好。但客人多了，
要求也多。”乔凤田逐渐感到满足不
了游客的需求，但又不知往哪方面
改进。

“乔凤田是村里农家乐的带头
人，连她都困惑了，其他人就更不用
说了。”在外经商20余年的王石柱对
市场很敏感。

2019年，愚公村多次组织村民
到省内外知名景区观摩学习。乔凤
田大受震撼，“原来别人的经营理念
和服务意识早甩我们几条街了！”

回来后，乔凤田投入 70多万元
对农家乐改造升级，打造不同类型
的客房24间，包括4间“星空房”。

“愚公村基本没有雾霾，晚上看
星星是很好的享受。”乔凤田对自己
的设计非常满意。

提质升级的不仅仅是农家乐，
还有集体经济。“别看我们是一个小
山村，现在已是一些公司的总部候
选地了！”王石柱故作神秘地告诉记
者。

原来，愚公村最近盯上了“总部
经济”。愚公村虽地处山区，但随着
交通越来越便捷，加上旅游带来的
人流、物流，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
境，一些企业开始在此落户。

据介绍，今年 6月就有 5家企业
落户愚公村。“虽然都是小微企业，
但村民耳濡目染，绝不会成为思想
上的智叟。”王石柱笑着说。

(新华社郑州7月21日电)

愚公村里看变迁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记者从公安部获
悉，近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21年
起，将每年 1月 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这是在国家层面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的节
日，是对人民警察队伍为党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
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1986年 1月 10日，广东省广州市公
安局率先建立我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近年
来，每年1月 10日公安部及各地公安机关都组织
开展多种形式的“110宣传日”活动，这一日期具
有极高的社会知晓度和群众认可度。将这一日期
确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体现了鲜明的政治性、
广泛的人民性和警察职业的标志性。

国务院批复要求，“中国人民警察节”由公安
部商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本报讯（记者 孙静）针对日前央视“3·15”晚会
曝光的“汉堡王”食品安全问题，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迅速作出安排部署，对省内所有“汉堡王”门店及类
似餐饮服务单位开展全面监督检查。7月21日，记
者获悉，经排查，我省该商户门店未发现存在使用过
期食品、篡改标签等问题。

据介绍，全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于 7月 17日
对辖区内“汉堡王”等门店开展全覆盖、全要素监
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严格落实食品进货查验制
度、是否存在使用过期食品及食品原材料加工制
作食品、食品及食品原材料储存是否符合要求、是
否存在篡改食品标签行为等。

经排查，全省共有“汉堡王”门店 21户，未发
现使用过期食品及食品原材料加工制作食品、食
品及食品原材料储存不符合要求、篡改食品标签
等违法违规行为，有 3户发现其他方面食品安全
问题隐患，均已责令改正。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扩
大排查范围，截至 7月 19日，累计排查 761户类
似餐饮服务单位，有 11户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隐
患，已对 1户依法进行立案调查，其余 10户已责
令改正。③6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这儿的农产品不仅比超市便宜，而且都是农
户自己种植加工的。”7月 15日，在鹤壁市山城区
消费扶贫服务中心（下称“服务中心”），市民周薇
径直走向货架，提起一桶黑家岗菜籽油前去结账。

“顾客只要来一次，大都会变成回头客。”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豆靖玲介绍，该中心几乎囊括了全
区所有的特色扶贫农产品，品种全、价格低、质量
好。

今年4月，为助推农产品销售和贫困户增收，
山城区创新消费扶贫模式，成立了由“政府搭台、
工会牵头、农户唱戏”的消费扶贫服务中心，一头
连着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一头连着消费市场。

“通过与辖区 50余户农户和 11家农民专业
合作社达成合作，我们将农产品集中运输至服务
中心，以低于市场的价格销售。”山城区扶贫办主
任张建科表示。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日常运营中，服务中心会
安排专人联系贫困村、贫困群众及合作社，收购其
出产的特色农副产品，并提供检验、包装、销售、售
后等一条龙服务，同时，该中心还与全市148所学
校、医院、企业等单位建立定向采购合作机制，并
运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全力破解农产
品销售难题。

服务中心负责人吕玉清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对商品动态调整、不断“上新”，既要鼓了贫困户的

“钱袋子”，也要丰富消费者的“菜篮子”，努力让消
费扶贫“甜”两头。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为进一步提升临床血液
供应安全水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7月
18日，省委宣传部、省卫健委、省发展改革委、省
教育厅等18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
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激励动员各界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推动无偿
献血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通知》指出，各级卫生健康、发展改革、公安、
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应当建立完善

“质量上收、服务下沉”的血站服务体系，将献血屋
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完善采血网点布
局，加强各级采供血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资
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部门对献血屋建
设、流动采血车停放提供支持，每县、区在人流量
大、繁华地段设立 2—3个献血屋或按每 50万—
100万人口规划1个固定献血屋站点，5—10个相
对固定的献血车停放地点，并建立专属停靠标识。

《通知》明确，发展改革、文化广电和旅游、财
政、卫生健康、红十字会等部门要建立个人、单位、
社会有效衔接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无偿献血者
凭献血证可当天休公休假。在河南获得国家无偿
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奉献奖和无偿
献血志愿服务终身荣誉奖的个人，可以凭相关证
件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旅游风景区等
场所，到政府建设的医疗机构就诊免交普通门诊
诊查费。

同时，完善献血者及直系亲属出院时直接减
免用血费用流程。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直报比
例应达90%以上。③5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21日电 日
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营商
环境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
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
情等影响，企业困难凸显，亟需进一
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
进水平，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强化
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意见》提

出了六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

度。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
程，实行项目单位编报一套材料，政
府部门统一受理、同步评估、同步审
批、统一反馈。加快推动工程建设
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深入推进

“多规合一”，统一测绘技术标准和
规则，实现测绘成果共享互认。

二是进一步简化企业生产经营
审批和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清
理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不合理准
入条件。精简优化工业产品生产流

通等环节管理措施，年内将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
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本，支持地方
开展“一照多址”改革，鼓励引导平台
企业降低佣金、条码支付手续费等。

三是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
境。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推行“提
前申报”，优化“两步申报”通关模
式。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原则上“单
一窗口”一口受理。进一步减少外资
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支持出口产
品转内销，授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

四是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
槛。优化货运驾驶员、兽医等部分
行业从业条件。促进人才流动和灵
活就业，明年6月底前实现职称信息
在线核验。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
慎监管，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
围，降低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
质申请条件。增加智能网联汽车等
新业态应用场景供给。

五是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
率。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放
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
场所限制。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年

内基本实现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
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率。优化动
产担保融资服务。

六是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
制。建立健全以实施效果为重点的政
策评估制度。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
系机制，加快建立营商环境诉求受理
和分级办理“一张网”。抓好惠企政策
兑现，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
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任
务，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研究推出更
多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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