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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记者第一次到王庄村

采访。这次再来，记者被这里的村容

村貌和王庄人的精神面貌震撼了：

脱贫了、就业了、致富了、买车了！

脱贫了如何持续增收，小康后

如何幸福长久？没有了帮扶，王庄

如何在小康路上快步疾走呢？

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一

直在探索回答“后事如何”的问题。

壮大集体经济、保证村民稳定

增收、恢复乡村的人气和元气，王庄

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调动村民积

极性，激发乡村内生动力，防范集体

资产流失，项目引进过程中着眼实

际、着眼自主、着眼未来，把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进行了有效衔接。

避免了“鼠目寸光”，太行山上

的王庄村要“一览众山小”。③9

要闻│032020年7月30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薛迎辉 孙美艳 美编 单莉伟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济源示范区大峪镇王庄村
地处济源西南山区，是全国生
态文化村、河南省森林乡村，
2018年 4月挂牌为国家 AAA级
乡村旅游景区，是愚公移山干
部学院脱贫攻坚现场教学点。

王庄村区域面积12平方公
里，耕地面积668亩，居民组6个
（老庄、西沟、王庄、周庄、化坡、刘
沟）。全村 165户、602口人；建
档立卡贫困户12户41人，2019
年年底全部脱贫退出。③9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只有实现党的建设与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党的建设才有力
量，业务工作才有灵魂。”7月 7日上午,省检察院第三检察部党支部
书记李杨向观摩组详细汇报了该支部加强党建工作的做法和感悟。

当天，省检察院把四项工作合并在一起，召开第二季度干警思想
动态分析暨意识形态工作联席会，并开展半年党建工作检查和逐支
部观摩活动。

近年来，省检察院坚持机关党建和业务工作深度融合，把讲政治
与强业务作为营造“三个氛围”创建模范机关的重要载体，着力打造
政治忠诚、组织过硬、务实清廉、争先出彩的模范机关，以机关党的建
设高质量推动河南检察工作高质量。

今年夏天，73岁的何大爷让省检察院检察长顾雪飞一直挂心不
已。何大爷家住河北省邯郸市某村，儿媳索某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
柱，在安阳县被人杀害，留下一对未成年儿女，生活陷入困难。6月 9
日，何大爷到省检察院提出司法救助申请。顾雪飞接待了何大爷，向
他耐心介绍司法救助的相关法律政策，并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办理。

“检察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始终把旗帜鲜明讲政治摆在第
一位。落实讲政治的要求，最直接、最基础的就是履职尽责、做实业
务、办准办好每一起案件。”顾雪飞说。

经审查，被害人两名未成年子女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省检察院
检察官优化办理流程，加快办理进度，用最短时间将司法救助金直接
送到了老人手上。

河南检察机关率先提出并不断强化“办信就是办案、办信更是办
民生”的理念，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年多
来，全省检察机关共收到群众来信23087件，具备回复条件的21585
件全部做到7日内程序性回复，已办结答复15055件。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大攻坚战”“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携手
清四乱、保护母亲河”……近年来，省检察院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以忠
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有效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作为讲政治强业务，创建模范机关的重要目标，通过服务大局的
政治历练锤炼干警的使命担当。

“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河新模式，被沿黄河九省（区）推广，为全
国河湖流域生态保护树立了样板、作出了表率。

凭借讲政治与强业务高度统一，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省检察
院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单位”。

为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省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研究制定《关于促进全
省检察机关党的建设和检察业务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明确了“观念理念、组织设置、学习方
式、办案质效、队伍建设、考核评价”六个融合重点，完善了“党务培训、政治领导、工作推动、工
作监督、工作奖惩”五项融合机制，初步破解了“融合什么、怎样融合”的难题。

2018年以来，省检察院采取“三会合一”的形式，每季度听取机关干警思想动态分析、党风
廉政建设和业务运行情况分析，每年集中开展党建工作大督导，发现和解决了一批党建工作、
队伍和业务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党建工作结硕果。省检察院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党建工作的经验做法在省直机关座谈
会上交流；全省 184个市、县两级院中，有 27个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150个单位被评为
省级文明单位，省级以上文明单位占总数的96.2％。③4

□本报记者 归欣

7月 28日，记者在新蔡走访时看到，“开
张”不到两个月的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
已颇有人气。顿岗的大米、河坞的酱菜、棠村
的特醋……一楼大厅的消费扶贫专区里，23
个乡镇（街道）的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了不
少人。

“通过微信小程序进入‘蔡州云商城’，就
能下单购买这些农产品，我们‘原价进、原价
卖’，不赚任何差价。”该电商中心发起人、新
蔡县麦佳集团董事长张志良告诉记者。2019
年，返乡创业有成的张志良在县委、县政府支
持下，投资建设电商中心，现在这里已经成了
当地孵化电商企业、推动消费扶贫的主阵地。

今年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帮助贫困地区稳定增收、高质量脱贫，我省充
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实施“互联网+战疫情、
促销售、助脱贫”等活动，电商活力在脱贫攻坚
战场持续迸发，开启了消费扶贫的“加速度”。

直播带货成新风潮。搭上电商的顺风
车，今年我省不少地方的蔬菜大棚、养殖场、田
间地头，都成了“原生态”的直播间，除了“网红
主播”外，不少市长、县长也纷纷上阵，给脱贫
攻坚添了一把“旺火”。“只要能帮群众稳定增
收，领导干部‘抛头露面’也没啥不好。”光山县
副县级干部邱学明表示。截至6月底，我省已
有24名县长参与“直播带货”，效果喜人。

电商巨头纷纷助力。疫情发生以来，在

省扶贫办等部门的协调沟通下，阿里巴巴、拼
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主动参与，发挥渠道优
势，助力我省脱贫攻坚。2月份开始，拼多多
开设“抗疫助农专区”，以流量倾斜、优惠补贴
等方式，帮助我省贫困地区解决农产品滞销
问题；4月底，阿里巴巴以在线直播方式举办
农村电商培训网络公益课，惠及全省电商创
业从业人员、贫困群众1.3万人。

本地电商异军突起。“我们推出了‘我要
买，我要卖，找货源’三大功能，以精准对接的
方式帮助机关、医院、高校等单位联系采购滞
销农产品，目前效果不错。”农购网负责人李
权龙告诉记者。深耕农村互联网 5年，该网
站已成为我省实施消费扶贫的电商“主力”。
和农购网同年上线的生鲜电商平台“莲菜
网”，前不久完成1.55亿元的B+轮融资，日均
配送餐饮企业 6000余家，让新乡、开封等地
的菜农“种菜无忧”。

“今年以来，通过推进电商服务站点和电
商网点建设，完善流通服务网络，我们打通了
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解决农产
品销售难问题。”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 6月底，全省认定扶贫产品 1.68万个、供应
商 4845个，涉及 141个县（市、区），利用电商
促进农产品上行销售151.76亿元。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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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带“火”农产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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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三个氛围”创建模范机关

从王庄看有效衔接从王庄看有效衔接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扫码看视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朝

任云飞、张家祥等“六汉

子”都是河南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人，现在他们

的工作重点在济源大峪镇王

庄村，分别是省派驻村工作

队第二批、第三批的第一书

记和队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在王庄，

我们一直在探索，并且已经

有些眉目了！”7月24日，太

行山山谷里凉爽宜人，刚刚

结束给愚公移山干部学院

学员现场授课的第二任驻

村第一书记任云飞说。

“去年 11月初，王小青把我喊到没人的地
方，悄悄说，她想买一辆小汽车，问上面有没有
政策，像她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能不能买？”
驻村工作队队员周鹏说，他当时直想笑，脱贫了
为啥不能买小汽车？

当年11月10日，王小青就买回来一辆SUV。
7月 9日中午，王小青刚从村杂粮加工厂下

班回来，她指着门前停车场上那辆轮毂上还系
着红带子的小车说：“这个车办下来花了 11万，
贷款5万，一个月还2500元。”

王小青家被识别为贫困户是因为她公公得
了“赖”病：一个月去焦作住院一周，一次没有
5000元下不来，到公公去世，账“垒”起来了。

王小青的丈夫叫薛龙东，是个有手艺的人，
在外打工一个月至少能收入5000元；婆婆身体

还好；儿子在上大学，因为是贫困户，一年的各
种“外援”有 1.8万元，基本够上学花销；王小青
在村里有个益贫岗，每月 1000元，她在杂粮车
间上班，月工资2500元，正好够还车贷。

其实王小青是可以全款买车的，不过她说：
“慢慢还吧，家里不放点钱，心里不安稳。”

王庄村共有 165户、602口人；建档立卡贫
困户12户 41人，2019年年底全部脱贫退出。

养牛、务工、蔬菜制种、开农家乐，现在的王
庄村，家家无闲人、人人能挣钱。

2019 年 ，王 庄 贫 困 户 人 均 年 纯 收 入 是
14771元，而全村人均年纯收入是 8584元。村
里人都很羡慕建档立卡贫困户。

经过帮扶，王庄村户户都有持续增收的途
径。稳定就业，筑起了防止返贫的屏障。

脱贫户王小青问能不能买辆小汽车

乡村振兴集体经济不能缺位。
“我专门问了问村会计周吉亮，王庄村集体

账户上现在有存款 60多万元！但在 2015年我
们集团没有驻村帮扶前，村集体不仅没有存款，
还有点外债。”任云飞说。

集体的收入怎么来的？都是帮扶的结果。
户户通路、电网改造、小流域治理、生态修复、

美丽乡村建设等，这些年多个渠道投资在王庄村
的政府资金加上社会资金超过了4000万元。

“但这些投资多是没有现金回报的，我们尝
试让集体养母鸡，年年都下蛋。”任云飞说。

村里引进了一个汽车公园，集体入股 162

万元，固定年收益 10％；村集体投资 45万元购
买了手套生产线，年租赁费收益 10％；投资 50
万元利用民居建造的老酒坊，每年集体收入 3
万元；投资 67万元建在村里的杂粮生产车间，
年回报率8％。

“还有连镇带村项目投资等，村集体的投资项
目逐年增加，至今7个项目共投资460万元。”任云
飞说，2017年王庄村的集体收入是10万元，2018
年是20万元，2019年是30万元，预计到2020年
年底，村集体的账上应该有100万元存款。

集体有钱了，给群众办事就有底气；逐年壮大
的集体经济，铺下了王庄村厚实的民生家底。

外出的王庄人开始回村了

村集体账上趴着60多万元存款

掩映在太行山中的美丽王庄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朝 摄

“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必须
有产业吸引人、有钱挣留住人，长久之计还是把
外流的本村人吸引回来。”张家祥说，他是今年3
月到任的驻王庄村第一书记。

去年，村民王小敏的女儿从中国政法大学
硕士毕业后，入职于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儿
子学汽修后，才去北京一家4Ｓ店上班。

“这是一个典型的因学致贫家庭，孩子毕
业、就业了，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任云飞说。

王小敏说：“去年年底，闺女能落户北京，她
给家里打电话说不想迁户口，还准备回来就业，
她的这个想法家里很支持的。”

周吉亮算了个数字：王庄村的户籍人口是
602口人，原来常年生活在村里的不足 200人；
现在一部分人回乡创业、就业，有 320人，加上
户籍不在村里的外来人口，实际生活在村子里
的有将近400人。

汽车公园有８名外地人、太行周庄农庄有
５名外地人、口罩厂有40名外地人、酒厂有2名
外地人、养鸡场有５名外地人。

“刘沟自然村有个老光棍叫赵龙，是个建档立
卡贫困户，养牛脱贫，每年都要卖俩小牛犊，加上还
会给牛看病，挣钱了！邻村一个丧偶的妇女在口罩
厂上班，经人一撮合，赵龙当了新郎官！”周鹏说。

太行周庄农家宾馆的老板叫周东风，是个回
乡创业者。他儿子原来在济源经营酒店，现在他
们已经把市内的店转让了，儿子也要回到村里来。

有了汽车后，王小青下一步也想在济源市
区给儿子买婚房。

任云飞说，他是支持王庄人到市内买房子
的，这种短距离的城乡两栖现象，未来有可能是
乡村振兴的常态。

生态美、产业兴、民风淳、人气旺，从脱贫攻坚
到乡村振兴，王庄村在有效衔接中稳步前行。③9

来 自 洛 阳 春 都 的 报 道 之 四

□田宜龙 王雪娜 李新安

绿色是生命的底色。党的十八大
以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大力发
展紧缺和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推进
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进入新时代，人们对绿色安全优
质的农产品需求更为迫切，绿色食品
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构建绿色农业体系，为安全食品
生产基地提供优质原料来源，是春都
所想，也是春都所为。”天佑春都董事
长孙志恒说，目前，“新春都”正在谋划
实施“健康春都、品质春都、文化春都、
生态春都”四大战略，聚力“生态春
都”，打造集种植、养殖、生态农业观光
于一体的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以绿
色发展树中国食品行业标杆。

产业支撑
打造现代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打造集种植、养殖、生态农业观

光于一体的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最
关键的是安全的养殖模式。”孙志恒
说，春都人以“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
营养美味的放心食品”为使命，要吃放
心肉，得有生态链，也就是说，从来源
上保证冷鲜肉的质量。

农产品食用安全问题是老百姓最

关心的民生领域之一，对于肉类食品
来说，安全养殖模式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我们一方面看好冷鲜肉等低温
肉制品市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又
对作为半成品的分割肉表示担忧。”孙
志恒说，“猪源之争”暴露出行业的产
业链条并不牢固，肉类企业的猪源多
来自农户散养，成本高而且安全性难
以保证。

“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分阶
段、流程化饲养，分散养殖、统一管理，
推进规模养殖，实现规模效益。”孙志
恒说，通过建立管理系统来实现统一
管理，对农户每个阶段的相关质量控
制指标进行测算，对畜禽可能发生的
疾病进行监控，进而保障畜禽的质量
安全。

在这个产品为王的时代，“新春
都”潜心研发，其研发中心被洛阳市科
技局授予市级研发中心称号，并与河
南科技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不断取
得新的突破。

目前，“新春都”正在探索实施“原

料来源+加工+销售”生态闭环圈的布
局，由企业牵头，吸收规模养殖户、饲
料厂、科研院所、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参
与，在洛宁、新安等地建立春都畜禽养
殖基地，打造集种植、养殖、生态农业
观光于一体的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
在确保畜禽养殖安全的同时，带动当
地农民增收。

龙头引领
带活当地特色产业集群式发展
“我们现在进行蔬菜的种植，过不

了多久，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尝到没有
农药的新鲜有机蔬菜。”洛阳伊滨区佃
庄镇碑楼村的罗焕章最近有点忙，在
距离春都食品产业园不远的春都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里，2000平方米智能化
的无土栽培蔬菜大棚已建成。

作为绿色循环生态产业链的重要
一环，农户负责种植、企业负责配送，

“企业+农户”模式在这里有了全新涵
义。

同时，即将开工建设的春都中央
厨房，以开发无油烟的方便快餐为

主。未来，“新春都”将面向城市社区
投放恒温保鲜柜，客户只需通过手机
点餐，服务人员送货到家，打通服务客
户的“最后一公里”。

昔日凭着食品产业聚集的优势，
吸引春都落户的佃庄镇，如今随着“新
春都”的蓬勃发展，其食品产业正迎来
新的机遇。

“春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更离不开当地政府的
支持。”孙志恒说，土地审批绿色通道、
干部驻企服务、惠企政策上门……“联
企入企惠企助企”活动的有序推进，让
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佃庄镇产业集聚区目前已进驻
企业 10家，其中有天佑春都、百味王、
汇科胶体、农庄食品 4 家食品企业。
2019 年，该产业集聚区实现产值 4.2
亿元，带动当地 1100余人就近就业。”
佃庄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镇将聚力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加
快推进春都清真食品项目、新材料项
目、农业科技园项目等，以龙头企业带
动产业链，助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干奉献
勇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作为我省第二大火腿肠生产企
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新春都”连
续三年销售额年均增长保持在70%以
上。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个关键词：
实干兴业。

“春都的重新崛起，是‘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的新征程。”孙志恒说，事实
证明，唯有实干，才能带领企业走上高
质量发展之路。

企业兴，则中国兴，企业强，则中
国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
指出：“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
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
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
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
分忧”。

“作为企业家，我认为增强爱国情

怀最重要的就是要办好一流企业，主
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勇当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生力军。”孙志恒说。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新春都”先后向武汉、郑州、洛阳各地
的医院、交通部门、公交系统、防疫值
勤卡口捐赠价值 100余万元的春都食
品和口罩，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评价。

“新春都”的实干奉献，不仅是抗
疫期间的“爱心担当”，更体现在当前
竭力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企业家为
国担当，当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努力
稳岗。”孙志恒说，今年以来公司通过

“接到家门口，送到岗门口”，累计帮助
附近农民工顺利返岗复工，扛稳社会
责任，为“六保”贡献力量。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
们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孙志
恒说，“新春都”将围绕“健康春都、品
质春都、文化春都、生态春都”四大战
略，健康领航，品质为基，文化铸魂，生
态赋能，进一步做大做强主业，提升企
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实现华丽转
型，为洛阳加快副中心城市建设助力
添彩。

生态春都 以绿色发展树中国食品行业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