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吴 玲 女 军人家属 17537188505

2 王 娜 女 退役军人 17537188506

3 陈 怡 女 退役军人 17537188507

4 张战杰 男 律 师 17537188509

5 张晓宇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51

6 张 涛 男 大学教师 17537188512

7 王文博 男 退休干部 17537188513

8 万林宾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17

9 张昆昆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62

10 吴 磊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20

11 刘浩亮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26

12 齐增光 男 转业干部 17537188538

13 王政军 男 热心群众 13629800653

14 田一川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27

15 胡建国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28

16 罗华明 男 军人家属 17537188530

17 张海霞 女 热心群众 17537188531

18 李安生 男 退役军人 17537188532

19 牛 涛 男 退役军人 18603893456

20 吴孟华 女 人大代表 17537188536

21 代鑫波 男 人大代表 17537188537

22 姚红超 男 人大代表 136736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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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做好河南省廉洁征兵工作，切实维护广大应征青年合法权益，确保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输送优质兵员，现将省本级廉洁征兵监督员和省市两级廉
洁征兵监督举报方式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对征兵工作予以监督。征兵工
作政策法规请关注“河南征兵”微信公众号。

河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2020年8月 11日

从过去的荒山、民居、深沟，到如

今的东坡园、东坡客栈、东坡号，以及

未来的东坡谷和高标准农业试验田。

东坡村巧借“东坡”富东坡，让游客真

正“走进来，留得住，玩得好”，实现整

村脱贫的同时，成功走上了一条人文

与生态旅游协同发展的道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如

今，承载着东坡村人对未来美好生活

憧憬的“东坡号”，正带领着东坡村全

体村民，开足马力，乘风破浪，驶上小

康路。③9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东坡村隶属三门峡市湖
滨区会兴街道，下辖 5个自然
村 ，耕 地 面 积 2980 亩 ，全 村
343户 1325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118户 485人，2018年年底
实现整村脱贫。该村借助“东
坡”名片，打造东坡园、“东坡
号”等系列旅游项目，走出了一
条特色文化旅游之路。2019
年，村集体收入 71万元，村民
人均纯收入达1.6万元。③9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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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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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东坡园建成后，东坡村继续在“东坡”两字上做文章，将“躺”
了17年的湖大铁路工业遗址，改造成“东坡号”观光项目。

这趟时速只有 7公里的“东坡号”观光小火车，也成了村民
们致富奔小康的“幸福号”。

每天早上 8点，驾驶员王燕都会准时到“东坡站”：“高峰期
一天能接待六七千名客人，要来回跑七八趟。有时候忙起来，一
天都顾不上喝口水，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恩和干劲。”

2018年脱贫的王燕一家，一度有返贫风险，如今有了这份
稳定工作，钱包日渐鼓起来。2019年，她家还买了一辆小轿车。

“开小火车，再加上村里的兼职工作，我一个月能拿到3800
元，再加上老公在市区打零工，靠全家人的努力，我们有信心稳
定脱贫，过上好日子。”王燕笑着说。

据东坡村党支部书记曹社路介绍，该项目带动了30余人就
业，其中17人是贫困人口，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

河南省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1-81670265/81672975/17537188560 henanzhengbing@126.com

郑州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1-81678033/63330943/15346572774 zzszbb0371@163.com

开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1-26770030/26770025/18837888995 kaifengzhengbing@163.com

洛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9-69870131/69870106/13043799666 luoyangzhengbing@163.com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5-7060023/7060015/17516558656 pdsljzb@163.com

安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2-5070042/5070117/13333720628 ayszbb@163.com

鹤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2-3275053/3275033/15703922557 hbszbbgs@126.com

新乡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3-6612126/6672112/13525070527 xinxiangszbb@163.com

焦作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1-6573031/6573013/13523219896 jzjfqzxl@126.com

濮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3-8691053/8691035/18839391066 pyszbb@163.com

许昌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4-2971082/2971072/13333998116 xuchangzhengbing@163.com

漯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5-2373015/2373013/13949861150 hubeilili2081@163.com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8-6872300/3164826/19903986855 350454849@qq.com

南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7-63970633/63970615/15565658811 nanyangzhengbing@126.com

商丘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0-3156120/3156116/13569319712 sqszbbgs@163.com

信阳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76-6372102/6372055/15537621537 xinyangzhengbing@163.com

周口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4-8176205/8176118/15993290166 zkszbb@qq.com

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6-2797055/2797032/15978867179 zhumadianzhengbing@163.com

济源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0391-6692020/15670962854/18569826369 jyrwbzg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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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于晴

原来的撂荒地，如今成了新庄村
的宝地。8月 5日，漫步在唐河县桐寨
铺镇新庄村福源景观大道，右手边
2600亩艾草种植基地飘来阵阵艾香，
左手边 3300亩福田莲海，风帘翠幕，
荷花映日。“别看现在这里是俺村的

‘福源宝地’，过去可是家家撂荒的‘面
条地’。”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丰克说。

戏称“面条地”是因为这片土地小
沟连土堆，一缕一缕像挂面。地里尽
是大石块，粮食产量上不去，村民纷纷
弃地外出打工。

荒地是咋变成宝地的？

“镇里推行‘三变’改革，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彻底让
荒地‘翻了身’。”李丰克说。

2019年，为解决农业经营分散与
大市场矛盾、村级集体经济“空壳化”
问题，桐寨铺镇党委政府推行“三变”
改革。新庄、李营寨、阚营作为试点，
成立新庄区域“三变”改革联合党支
部，李丰克任联合党支部书记。“‘三
变’改革就是按市场原则有序开发农
村各类资源。”李丰克条理清晰地介
绍，“按市场原则就必须实行企业化管
理，根据镇政府要求，村里成立资产、
土地、旅游、劳务、置业五大股份合作
社，既分门别类又统一管理。”

为了摸清家底，李丰克带领村干
部丈量整理土地，在原有1900亩土地
的基础上，竟增加了400多亩。

“‘三变’改革，让村民由原来种地
一项收入，增加到土地租金、务工工
资、集体分红3项收入。以新庄为例，
村集体新增的 400多亩地，一年的租
金有 40多万元；原有的 1900 亩地按
照每亩 800元从村民手里流转出来，
村集体再以每亩1000元招拍挂，一年
的价差收入有 38万元。”李丰克说着
拿出账本，“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89.9
万元，刨去各项成本和公积金，村里拿
出40多万元向入股村民分红，人均分
得 500多元，算上租金、务工等，年人

均增收5000元。”
土地出租，村民也从地里解放出

来，置业合作社引进艾草加工项目在
村里建厂，劳务合作社介绍村民到适
合的项目务工。近年来，新庄村实现
劳务输出9000余人次。

“现在大家建设村子热情高涨，每
天谋划项目，忙得很。”李丰克说，明
年，新庄村将自建艾绒毯加工厂，继续
壮大集体经济。

“三变”改革让桐寨铺镇土里生
金，提质农业，引进加工业，规划旅游
服务业，三产环环相扣，融合发展，一
幅民富村美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画卷正
徐徐展开。③5

昔日撂荒地 今朝聚宝盆

唐河“三变”改革令土地生金

借“东坡”富东坡
河南省廉洁征兵监督举报方式

公 示

河南省省本级廉洁征兵监督员监督举报电话

河南省省市两级廉洁征兵监督举报电话及信箱

（上接第一版）成立于 1997年的华西
卫材位于中国卫材之乡河南省长垣县
丁栾镇，公司占地面积 15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约 12万平方米，其中净化
车间 75000平方米，仓库 26000平方
米，研发实验室 7400平方米，公司年
产值达 15亿元，先进设备 1000多套，
在国内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华西卫材以科技领先发展走出了
自主创新道路，现有注册产品 100多
种，主要有无纺布系列、麻90多项，填
补了国内多项空白。公司先后获得“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医疗器械行业优秀
企业”“AAA 级信用单位”，并通过

ISO9001、ISO13485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崇真，以匠心赢得用户放

心。特别是近五年，公司针对早期产
品如医用脱脂纱布块、石膏绷带、医用
口罩耳带绳、一次性使用手术衣、无菌
自粘伤口贴、一次性使用吸痰包因真
空控制装置不符合标准规定等问题，
对一些耗材低能产品注销注册号停止
生产，对抽检不合特别是售出产品及
时召回，对注销或停产但后被相关机
构公布抽检结果的，公司主动向县市
食药监局等管理部门汇报送检和寻求
指导，从原材料购进、生产过程、生产
设备、检测设备和人员培训等多方面

制定整改措施，直至产品合格，架构了
从技术标准、生产工艺、质量控制、人

员培训等全方位的质量控制体系，保
证了产品的高质量。

20年拼搏，华西卫材最珍惜的是
产品质量，总经理崔文波说：“作为医
疗卫生材料，我们必须以最严苛的标
准，最高的质量来打造让用户放心的
产品。”

商业向善，是应对艰难最韧性的
力量。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华西公司被国务院医疗物资保障
组指定为重点医疗物资保障企业，在
政府的组织号召下，增加了3000多万
元的投资，用于紧急购买生产设备
400多套，使口罩的日产能由原来的
几十万只，增产至 1200万只；防护服
日产能由原来的 700 多套，增产至

15000多套，顺利完成国家收储任务，
为抗疫一线提供医用防护物资。

2015年至今，华西卫材累计纳税
2.19亿元，公益事业捐赠近千万元，董
事长崔勤峰说：“以质量兴企，以产业
报国。华西卫材在国家的大力支持
下，我们将团结一心，克服困难，锐意
进取，使企业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截至发稿时，新乡市华西卫材有
限公司与世界口罩储备基地达成战略
合作，实施社区医疗和教育等储备2.2
亿只医用口罩计划，并出资 120万元
成立“德仁卫安公益基金”，通过小口
罩传递大爱心。

华西卫材：以质量兴企 以产业报国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张佩佩

“祖国建设一日千里，美丽乡村人
杰地灵……”8月 10日晚，济源五龙口
镇山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灯火通明，
乐声悠扬。该镇文艺志愿者自编自演
的理论创新节目正在这里精彩上演，观
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记者看到，本村的村民都带着椅子和
凳子，周边村的群众则骑着电动车赶来。

“我们高举的什么旗帜？”主持人向
观众提问。“我来说，我们高举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68岁的老党
员侯国的回答引起一片叫好。接着，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是什么”“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什么”……通过互动
知识问答，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党的创
新理论的理解和认识，激发了大家干事

创业的干劲与激情。
小品《家有盲母》、大合唱《热爱家

园》等一个个节目，诠释了家国大情
怀。村民姚修国主动找记者拉话：“把
深刻的理论知识以文艺节目的形式呈
现出来，既通俗易懂，又接地气，这样的
理论宣讲群众爱看爱听。”“看了小品
《家有盲母》，心里很受触动，节目中儿
媳妇细心照料双目失明的婆婆，给我们
树立了孝老爱亲的好榜样。”群众赵伟
杰说。

记者了解到，五龙口镇创新理论宣
讲形式，组织文化志愿者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孝老爱亲等为
主题，创作出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作品，并在辖区各村进行巡演，受到群
众欢迎。③5

“唱响”党的创新理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马冬伟 杨致文

从三门峡市区往东 6公里，有一个与
苏东坡同名的东坡村。传说苏轼父子三人
进京赶考，曾借宿这里。后来，村民便将村
名改成了东坡村，以纪念苏轼父子与该村
的这段渊源。

900多年后的今天，记者走进这个豫西
村庄，感受新时代东坡村的发展变迁。

东坡村曾有超过三分之一村民属于贫
困人口。2016年，东坡村转变发展思路，

“请”苏东坡为村里“代言”，在“东坡”两字
上下功夫，建起了以东坡文化和饮食为核
心的东坡园，为乡村旅游注入文化基因。

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三门峡及周边地区
游客周末游的首选打卡地之一。而作为村
民的集体产业，东坡园的经营收入不仅装
进了大家的口袋，还带动了20余名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

宁小燕一家就是“家门口就业”的东坡
园员工，也是东坡园发展的见证者。

每天清晨，在东坡园厨房里，总能看到
一个忙碌的身影，她就是餐厅领班宁小燕：

“当年村里考虑到我家的情况，给我安排了
餐厅工作，我就要尽力干好。”

守着自家一亩三分地，收入来源单一，
宁小燕家是当年村里典型的贫困户，如今
丈夫经过村里组织的培训后在园区就业，
去年她家还和村里合伙搞起了民宿。

“俺俩的收入，再加上集体企业和民宿
分红，一年赚6万多块钱，妥妥的。”宁小燕掰
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起了账，“以前孩子上大学
都靠助学贷款，现在再也不用麻烦政府了。”

看到村里这几年的变化，最开心的莫过于曹社路。
“‘东坡’已经成我们村的一张亮丽名片，接下来我们要继续

深耕‘东坡’文化。”坐在行驶平稳的小火车里，曹社路侃侃而谈，
“小火车二期工程已经提上日程，两个涵洞将被打造成‘时光隧
道’。此外，村里还将结合东坡文化，在‘东坡号’沿线打造‘一花
（五彩花田）一田（高标准农业试验田）’项目，不断丰富东坡文化
内涵，推进村里生态旅游产业化发展。”

“过个两三年你们再来，村里就肯定不是这样了。我们要打
造一个以‘东坡文化’为主题，集水果采摘、户外拓展、亲子教育
等于一体的公园式美丽乡村，从‘绿水青山’中寻找‘金山银
山’。”说起未来，曹社路信心满满。③9

妙请“东坡”代言，
乡村游注入文化基因

巧借“东坡”名气，工业遗址变废为宝

深耕“东坡”文化，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黄河边的东坡村掠影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致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