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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勇

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香菇酱，全国
10瓶中有6瓶产于西峡，小香菇成了富
民大产业，全县农民纯收入的60%来源
于此；镇平县双孢菇产业从无到有，种
植规模和产量一跃成为全省第一……
如今，西峡县和镇平县通过香菇、双孢
菇的种植和深加工，让农民增收致富的
同时，也让“河南味道”香飘海内外。

7月 22日，绵绵细雨中，“‘六稳’
‘六保’看河南”采访团来到了位于西峡
县城北27公里素有“伏牛明珠”之称的
双龙镇。王玉芬正在这里的伏牛山百
菌园参加最新一期的农村电商培训班。

“以前一直在淘宝上做电商，前不
久我开了抖音，今天专门过来充充电。”
今年52岁的王玉芬笑道。几年前在孩
子的劝说下，王玉芬做起了电商，因为
卖的是红菇，所以网名叫“红姑娘”，网
店经营不到一个月，就创造了销售额过
万元的成绩。如今，这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已经成了当地电商“网红”。

“我们依托阿里巴巴淘宝大学闪
讯商学院的技术优势，整合了双龙镇
香菇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打造香菇

网络销售平台，为农民增收致富架起
了桥梁。”双龙镇镇长张玮伟说。像这
样的培训班，双龙镇已经累计举办20
多期，培训学员2200余人，帮助周边3
个乡镇1000余名贫困群众脱贫。

目前，双龙镇成为国内最大的香
菇生产销售市场和全国香菇行业的

“晴雨表”。借助双龙镇农村电子商务
实训基地，西峡县为香菇实现“卖全
球”提供了平台，在双龙镇就可以直接
装柜出口。（下转第四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学文
李虎成 冯军福

位于获嘉县县城西南八公里处
的中和镇，有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一个叫大官庄村，一个叫小官庄村。
百余年来，两个村始终依偎在一起，如
同一对孪生兄弟，相似却又不尽相同。

先说相似处。两个村自然条件
和人文环境相同，人口都在 3000人
左右，村域面积也大差不差，过去还
都是贫困村，如今又相继脱了贫。

再看不同点。小官庄村在中和
镇镇区，交通便利，镇上有不少好项
目可以承接，发展的步伐相对快一
些；大官庄村主要以传统种植养殖为
主，虽然方式有点老旧，但适合村情、
有助增收，这些年发展势头也很猛。

一言以蔽之，大官庄不大，小官
庄不小。正因如此，这对“兄弟”向
来互不服气，特别是在脱贫致富路
上，谁也不甘落在后面，你追我赶、

暗中“较劲”是常有的事。
说到这种心理，还要追溯到一

段历史。
相传，清朝康熙帝曾路过这里并

在此暂住，侍从人员因为种种原因，
很多都留了下来。后来，侍从当中不
少人做了大官，此地便取名“大官
庄”。而与之相距不过一公里的另外
一个村，因为出的官没有大官庄的
大，久而久之就被人唤作“小官庄”。

7月 22日，记者先看小官庄，再
访大官庄。两个村的当家人是老伙
计，一见面就打开了话匣子。

“单从村的命名上就能感觉到，
俺们比大官庄村矮一头。”小官庄村
党支部书记吴清宝笑着说，大官庄村
是“老大哥”，小官庄村是“小老弟”。

“你还别说，俺村以前还真辉煌
过。”大官庄村党支部书记王加升接过
话茬。他回忆，20世纪80年代，大官
庄村就几乎每家每户都吃上了自来
水，村里还兴建了面粉厂、纺纱厂、机

械厂、造纸厂等，村集体经济搞得风生
水起。“当时在周边名气大得很。外地
的来俺村采买车床零部件，都是提着
麻袋装着钱，就这也得排长队。”

“你们村强，俺村也不瓤。”吴清
宝说，那时候看见大官庄村富了，小
官庄村村民嘴上不说，心里眼气。
紧跟着，村里就兴办了一家塑料厂，
还建了当时获嘉县第一家戏院，方
圆几十里的人都来赶集，热闹得很！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都忆起当
时村里比学赶超的场景……

“那后来咋成贫困村了？”
说起这个，王加升不禁叹了口

气。“到了20世纪90年代，村里风气
变了。说到底是没
跟上时代步伐，大家
伙儿不一条心了，都
各顾各的，人心散
了，村集体收入很快
就挥霍完了。”

（下转第二版）

两个村 一条心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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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香菇“香”了好日子

小官庄村旁香菇基地小官庄村旁香菇基地 ⑨⑨33 郭晓菲郭晓菲 摄摄

看河南“六稳”“六保”

8月 3日，首届郑州食品博览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据
介绍，本届食博会开创“线上+线下”双展新模式，吸引来自全国各
地600多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成安林）“真没想到这次‘清
理’力度恁大，一下子解决了我们反映多
年的公家财产混乱问题。”7月 31日，正
在博爱县鸿昌街道九街便民中心办事的
居民何让花说。

“合同规范，收入增加，我们‘两委’
班子腰板更硬了，干群关系更和谐了。”
说起该县开展的“三清理一规范”，九街
社区党总支书记李爱军连声“点赞”。

博爱县在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中发
现，不少村存在集体资产产权不清、被侵占
流失等现象。集体资产成为“唐僧肉”的同
时，一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少甚至没收入。
基层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却束手无策。

“2019 年年底以来，我们开展农村
集体产权‘三清理一规范’（清理合同、清
理资产、清理欠款，规范集体资产管理制
度）工作，目前已取得了明显进展。”博爱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张琳说，该县成
立了县委书记、县长牵头的农村集体产
权“三清理一规范”工作领导小组，选派
700余名机关干部进驻206个村（街道），
集中力量开展工作。

《致全县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一封
信》和一条条标语横幅，粘贴或悬挂在显
眼位置，村村通“大喇叭”、流动宣传车滚
动播放着“三清理一规范”政策措施、最
新动态……在强大的“攻势”面前，一些
长期欠款不还的“老赖”主动接受清理清
欠，一份份承包合同被清理规范，一笔笔
款项回收到村委会。

对拒不履约、拒不缴纳欠款的“钉
子”，该县则动真格予以惩戒。公安机
关深挖犯罪线索，把无理强占、恶意拖
欠人员作为打击重点；县法院建立“三
资”类诉讼台账，开通案件审理“绿色通
道”；（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杨百
杰 户持国）“我们公司将 42名生产经营
管理人才吸收为党员，将 22名党员培养
成为车间技术骨干，让 8名党员人才走
上企业中层领导岗位，实现了党建、企业
互促双赢。”7月 31日，河南省力量钻石
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张
存升对记者说。

“近年来，柘城县坚持把党建引领作
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大
力实施‘三培养’行动、‘三链’建设，让党
建的‘软实力’转化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硬实力’。”柘城县委主要负责人
说。

工业强则县域强。聚焦超硬材料这
一主导产业，柘城县大力实施“三培养”
行动，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所谓“三培养”，就是把优秀生产经
营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业务骨干培
养成高层次人才、把党员人才培养成党
组织负责人。

企业注重从科技研发人才、一线生产
骨干中发展党员，激励党员职工争当生产
能手、销售能手和技术创新能手。组建“科
技攻关党小组”，建立“结对帮带”机制和党
员人才培育机制。

目前，在柘城县超硬材料企业里，呈
现出党员带头搞科研、抓生产、讲奉献的
良好局面。该县金刚石生产加工全产业
链已经形成，年产金刚石微粉 50 亿克
拉，产销量占全国的70%以上。

产业兴则农民富。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柘城县实施支部建
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
产业链的“三链”建设行动，大力发展
辣椒产业和“辣椒经济”，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月 3日，
省长尹弘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电视电
话会议要求，坚决克服松劲松懈思
想，扎实做好秋冬季各项防控工作，
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

全面听取指挥部有关工作专班和
指挥部办公室各专项组汇报后，尹弘指
出，疫情发生以来，我省坚决果断开展
防控工作，各项措施严格规范、扎实有
效落实，疫情形势总体平稳可控，生产
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当前国际疫情持
续蔓延，国内疫情反弹风险始终存在，
防控工作仍面临严峻考验。各级各部

门要坚决克服松劲松懈思想，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强化统一指挥调度，做
好秋冬季防控准备，巩固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和企稳向好发展局面。

尹弘强调，要确保各级指挥体系
有序高效运转，省疫情防控指挥部要
保持架构不变、职能不变、人员不变、
机制不变，坚持集中会商、例会等制
度，加强对市县指导，各地也要保持现
有指挥体系，抓好群防群控、联防联
控。要把监测预警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严格执行疫情直报制度，落实每日
新增病例 2小时网络直报、12小时反
馈实验室检测结果、24小时完成流行
病学调查时限，鼓励各地按规定积极
上报病例，为快速处置赢得主动；强化

医疗机构“哨点”作用，健全多渠道预
警机制，尤其要提升县级医院、乡镇卫
生院早发现能力，加强对小区、学校、
影院等重点场所监测，认真落实“健康
码”管理，加大冷链食品、进口食品检
测力度。要抓紧补足核酸检测能力弱
项，提升基层疾控机构、医院检测能
力，增强机动检测力量，开展专业培
训，落实经费保障。要扎实细致做好
流行病学调查，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
组织好骨干力量，提高工作效率质
量。要完善优化防控和救治应急体
系，实行省级统筹调度，加强防疫物资
调配，提升应急救治能力，构筑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坚固防线。

戴柏华出席会议。③6

尹弘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上强调

坚决克服松劲松懈思想
持续做好常态化防控

“快书记”干工作，雷厉风行、效率奇高。

但大伙心目中的“快书记”，却整天琢磨着“慢

生活”，到底咋回事？

“快书记”向往的
“慢生活”

遛狗不拴绳
伤人要追责

近年来，人们对遛狗不拴绳之类的恶习

深恶痛绝。宠物一旦伤人，主人应如何承担

责任？民法典作出了更高、更严格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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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8月 3日，
启迪科服落地河南签约暨揭牌仪式
在郑州举行，省长尹弘与清华大学党
委常务副书记姜胜耀共同出席仪式，
并举行会谈，就加强省校合作进行深
入交流。

依托清华大学设立的启迪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是国际知名科技创新服
务平台，此次与我省4家出资主体，在
郑州设立启迪科技服务（河南）有限公
司，致力于构建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创
新创业服务平台，推动新型研发机构
和人才引进，孵化服务创业企业。

签约仪式前，尹弘与姜胜耀一行
举行会谈，真诚感谢清华在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企业孵化等方面给予河南
的支持。他说，河南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殷切嘱托，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
战略机遇，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布局和发展以高
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省会郑
州正在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产业
基础良好，要素集聚能力日益提升，启
迪此时来豫拓展合作，适得其势，既体
现了清华服务地方发展的一贯宗旨，
也是新一轮省校合作的重要标志。希
望启迪科服利用清华科技、人才优势，
发挥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作用，提升河

南科技开放合作水平，引领助推河南
转型发展，服务全国大局。尹弘表示，
河南高度重视与启迪深化合作，将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共同推动省校联姻结出硕果。

姜胜耀感谢河南对清华的支持
帮助，表示非常看好河南的发展态势
和前景，相信启迪科服未来一定充满
生机活力。清华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服务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在推
进校企改革中深化与河南的全面战
略合作，实现双方优势互补，为河南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黄强主持签约暨揭牌仪式。王
新伟参加活动。③5

启迪科服正式落地河南
尹弘出席签约暨揭牌仪式并与姜胜耀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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