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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范莉萍 赵文霞）8月 11日，
从温县岳村街道牛洼村便民服务中心走出来的村民张葡萄，拿
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分红现金，脸上笑开了花。

作为温县党支部引领产权改革第一批试点村，2019年，牛
洼村按照“集体股+群众股”的投资模式，探索实施股份制改革，
吸纳村“两委”干部、普通党员、贫困户等入股，实现了“支部有作
为、群众得实惠、集体有收益”的三方共赢。

据温县县委组织部部长朱保平介绍，近年来，温县按照“支
部主导、群众参与、盘活资产、集体增收”的原则，鼓励各村党支
部牵头创办领办股份合作社，将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合作社的
产业优势结合起来。

赵堡镇小黄庄村2200人中有将近四分之一常年在外务工，该村
党支部利用集体产权改革契机，整合各类信息资源，成立了以承接工
程、项目等劳务输出为主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让股民既能务工增加收
入，又通过入股分红增加收入。

随着集体经济合作社营业执照顺利审批，该村突破性开
出全国第一张集体经济合作社增值税专用发票，合作社对接
市场、抱团发展，更多的资源和资金向小黄庄村集聚。

番田镇三陵村则借助政策“红利”，为村集体发展注入新活
力。该村利用省集体经济试点项目扶持资金 161万元，拉动社
会资金229万元，三陵村建成了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小灵通幼
儿园，每年为村集体增加16万元收入。

截至目前，全县262个村全部完成股权量化，界定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40.59万人、量化集体资产5.66亿元，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稳步提升。

“近年来，温县通过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实施人才带
动、项目驱动、技术推动战略，探索出了一条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的新路径，不仅促进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也让
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温县县委书记毛
文明说。③9

□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蒋晓芳

8月 18日，记者走进鹤壁市浚县黎阳街道寨里村许社红家，
院子不大却收拾得十分利索。“以前俺家用露天旱厕，一到夏天蚊
蝇乱飞。现在改了水冲式厕所，干净多了！”提起改厕的好处，许
社红赞不绝口。

去年 4月，寨里村启动改厕工作，许社红家头一个“吃了螃
蟹”——锃亮的瓷砖，冲水式洁具，轻轻踩一脚踏板，粪污立刻冲
入化粪池发酵。在她示范带动下，全村近九成村民已完成户厕
改造。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平原地区的改造策略，未必适合丘陵
山区，为了让广大群众都能享受到更好的人居环境，鹤壁市各县
区在“厕所革命”中因地制宜、各出奇招——

“针对鹤山区山坡丘陵较多、水资源匮乏的特点，我们创新
探索出免水冲、使用简单、运维成本低的草粉生态改厕模式。”鹤
壁市农业农村局改厕办工作人员李荣说。

来到鹤山区姬家山乡黄庙沟村，记者走进李保民家一探究
竟——和许社红家不同的是，他家厕所以草粉代替水冲，对粪污
进行除臭杀菌处理，并借助电机设备将粪污排入化粪池统一收
集。

鹤山区农业农村局人居环境股股长闫艳芳介绍，“草粉生
态式改厕模式”是将农作物的秸秆或枯叶杂草用作草粉原料，
采取自然干燥和有机物菌剂堆肥发酵相结合的方法，对粪便
中可利用的大分子有机化合物进行生物降解，并杀死粪污中
的病原性微生物，吸附、降解、转化臭味物质，实现无害化、资
源化处理。

今年 6月，“草粉生态式改厕模式”成功入选全国农村厕所
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典型模式。“自2018年推进农村‘厕所革
命’以来，鹤壁市共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15.3万户，卫生厕所
普及率达91.06%。”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志杰说。③4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高广峰

前不久，林州市林石公路成功入选
2019年度全国“十大最美农村路”，成为
我省唯一参评并入选的农村公路。

林石公路是林州市区通往石板岩镇
的一条县道，起于红旗渠大道与渠畔路
平交口，终于石板岩镇三岔路口处，全
长 17公里。山路大多相似，而这条农村
公路究竟美在何处？8 月 19 日，记者从
林州市区出发，沿红旗渠大道走到尽
头，北拐进入林石公路。

这是一条双向两车道公路，车行其
间第一感觉是路面平整，路况很好。“这
条路的修建标准可比普通农村公路高得
多！”林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张军明介
绍，林石公路全线按照三级公路技术标
准设计，路基宽 7～11 米，路面宽 6～9
米，沥青混凝土路面。与用土回填的普
通公路不同，林石公路采用石渣回填，沉
降量小，路面不易下陷损坏。

“普通路的路基有两层，大概 36 厘
米厚，我们提升改造林石公路时，在原
来老水泥路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 10厘
米水泥找平层、18厘米水泥稳定碎石层
和 9 厘米的沥青层。”张军明说，因路基
扎实，来往司机都夸路况好，尽管是山
路，但开车如履平地。

生 态 美 。 沿 途 野 果 遍 野 ，鸟 语 花
香，打开车窗，清新的空气带着甘甜，如
同身在“天然氧吧”。数据显示，林石公
路沿线的太行山植被覆盖率 90%，森林
覆盖率为 80%，自然生态良好，植被丰
富。春有连翘迎春，漫山遍野金色；夏
季林木茂盛，满眼翠绿；秋天红叶满山，
层林尽染；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

自然美。从无人机空中拍摄的图片

中，记者看到，林石公路依山而建，盘旋
曲折，像一条墨带缠绕着翡翠般的山
峦。有的山路呈 S状，有的呈“几”字形，
有些弯道的角度甚至超过 180度。“每年
来此采风拍照的摄影师不计其数。”张
军明很是自豪。

夜景也美。每当夜幕降临，灯火通
明，盘山路与灯光组成了优美而闪亮的
线条，如同一条闪烁的玉带。张军明介
绍，为改善夜间行车条件，近年来，他们
在林石公路新安装 LED 灯 500 多盏，全
线安装太阳能爆闪灯 28套，为太行隧道
拱顶进行了衬砌，隧道两侧墙壁干挂瓷
砖，并粘贴鲜明的反光标志，隧道车行
道边缘线设置凸起路标，格外醒目。

人心更美。为让这条公路持续焕发
活力，当地人不仅对路本身精雕细琢，
对往来游客的出行安全考虑的也是周
到细致：他们采用借景、造景等手段，在
道路两旁宽阔场地营造多处观景点；采
用专业养护保洁队伍，洒水车、清扫车
每天不间断洒水冲洗；设置波形护栏 14
余公里，局部危险性较大地
段更设置双层波形护栏；全
线 设 置 各
种 安 全 标

志、标牌 367套……
一 路 行 至 终 点 ，森 林 运 动 主 题 公

园、太行隧道、滑翔基地、桃花谷景区等
景点串联起来，林石公路成为展现当地
全域旅游的一条观光线。

2019 年年底，石板岩镇共建写生基
地、农家乐 308家，日可接待写生采风人
员 1.4 万人次，写生产业为当地群众提
供就业岗位 4980个，帮助当地贫困人口
155户 276人。

近年来，林州市委、市政府把建设
“四好农村路”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关
键环节，累计投资 10 多亿元，精心打
造了林石路、渠畔路、渠东路等一大批
县乡道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
交 通 支 撑 。“ 我 们 将 以 林 石 公 路 为 标
杆，提升全市县乡道路标准，争创全省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让农村公路成为
林州农村地区产业兴旺的依托、生态
宜居的保障、乡风文明的载体、治理有
效的代表、生活富裕的象征。”张军明
表示。③3

支部主导盘活资产 群众参与集体增收

温县股份经营带来“幸福分红”

“厕所革命”让“方便”更方便

林石公路凭啥林石公路凭啥
入选入选““全国最全国最美美””

●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圣福天路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北峰环线全景
公路鼓宦线

●河南省林州市林石公路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欧家夼—邱
家（欧邱线）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西井峪路

●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溧阳 1号公
路瓦屋山线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寒山和合环线

●安徽省宣城市泾县丁家桥镇小岭路

●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板青路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淳杨公路

（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网站）

快来打卡“十大最美农村路”

盘踞太行的林石公路⑨盘踞太行的林石公路⑨66 图片均由林州市交通运输局提供图片均由林州市交通运输局提供

用匠人精神打造产品质量
——来自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系列报道之二

□张遂旺 郜克明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品
牌的支撑点。在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利华制药”）的发展战略
中，他们始终将质量放在第一位。打
造产品高质量，需要有严谨细致、专注
负责的“工匠精神”。利华制药提倡的

“工匠精神”，就是追求产品质量的精
益求精，一丝不苟。

产品质量要从源头抓起。参观
利华制药的原料仓库，只见偌大的仓
库里，各种包装不同的药品原料，摆
放整齐有序。仔细一看，每种原料都
有自己的“身份证”，上面分别标注着
名称、规格、品种、产地、批次、进货时
间等各类信息。“我们这些原料都是

由指定的厂商生产，每批原料都必须
经过严格检验合格后，才能交给生产
部门使用。”利华制药总经理牛志刚
介绍。

笔者来到生产二部的车间里，
看到十几名工人师傅，正在有条不
紊熟练地操作着各种开关阀门，记
录 着 仪 器 仪 表 上 的 参 数 。 高、矮、
胖、瘦不同的反应罐、存储罐，通过
密密麻麻的管线连接在一起，让人
不由地产生一种敬畏感。各种原料
经过计量、混合、粉碎、搅拌、蒸馏、
烘干等几十道工序，最终才能生产
出成品。细节决定成败，在这里得
到了验证。

打铁还需自身硬。走进质检部，
牛志刚用手指着液相色谱仪、气相色

谱仪、强光照射实验箱、激光粒度检测
仪和红外线检测仪等高端精密的检测
仪器，如数家珍地给笔者介绍。为了
保证检测质量，利华制药投入巨资，从
国外引进了国际上先进的检测仪器和
设备。

“生产让客户信得过的产品，说来
简单，做到不易。”牛志刚边走边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用两种质
量管理模式：一是推出全过程控制模
式，实现从原材料采购、仓储运输、生
产加工、质量检验、成品储存、产品销
售等环节一体化管理和经营，确保产
品安全。二是采用世界上先进的仪器
设备、先进的检测手段、最新的药典标
准，严把产品质量关，确保产品的高品
质和合格率。”

质检部经理狄路青，从事质检工
作 18 年。谈起质量检验满是自信：

“无论干什么都要有标准。做人也是
这样，做产品也是如此。有了严格的
标准，按照标准操作才能做出好的产
品。”这么多年来，经他的手检验过的
产品不计其数，从未出现过丝毫差错。

利华制药在控制产品质量方面，
采用的是“网格化”管理模式：以原材
料管理、供应商管理、产品设计开发、
生产过程控制、终端质量管理、客户沟
通为横向坐标；以质量策划、质量运
营、质量绩效评价、质量改进创新为纵
向坐标，对各个生产环节进行不间断
监督检查，形成了一套纵横交织的全
面质量管理模式。通过这套质量管理
体系，利华制药实现了质量管理能力

和管理水平双提升。
在质量控制实验室，笔者看到利

华制药的计算机检验管理系统。在这
里通过电脑与后台服务器连接，可实
现产品检测电子数据化控制，对包括
原料含量到成品质量控制过程的全部
关键节点，实行层层把关、批批检验。
所有检验检测完全由系统控制，完成
后数据自动录入和备份，最大限度确
保结果精确，并形成完整数据平台，全
程可追溯。

在成品样品的全部项目检测完成
后，留样长期保存。根据检验结果形
成产品质量检测报告，经质保部门鉴
定审核合格后方能出厂销售。不仅能
让用户线上查询，还能为公司质量管
控提供参考依据。

正因为有了完善的检测手段，有
了业务熟练的一线操作工人，有一批
精益求精尽职尽责的质量检验人员和
质量管理人员，利华制药才有了今天，
才能在强手如林的国际医药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

高标准、高质量为利华制药带来
了高速度、高品质。今年上半年，在疫
情冲击的不利情况下，公司产品产量
却逆势增长，订单量和产销量倍增，比
去年同期增长76.8%，出口创汇同比增
长117%。

优质的产品需要时间的洗礼、汗
水的历练和精心的打磨。牛志刚深有
感触地说，“实践证明，唯有高质量高
品质的产品，才能发展市场，拓展空
间，企业才能大有可为。”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
员 申鸿皓）8月 20日，社旗县苗店镇安菜
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万亩蔬菜基地绿意盎
然，满载菜薹的冷链物流车向深圳进发。

“从这里采摘的蔬菜通过冷链物流，第
二天就能端上深圳、香港市民的餐桌。”公
司负责人姜永辉介绍，蔬菜基地管理、采
摘、装箱等需要大量人工，仅劳务费一项，
公司每年就有 400万元左右的支出，带动
附近300多名村民从中受益。

围绕“菜”来转，紧抓“菜”来干。近年
来，社旗县把蔬菜产业作为推进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促使农业生产实

现从零散种植向规模化、特色化、有机化、
标准化生产跨越，吸引和带动贫困群众到
合作社学习管理和种植技能。

为解决规模发展蔬菜种植的资金难

题，该县对在县乡两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
地内发展蔬菜种植的企业，在农水配套、
生产设备购置、扶贫贷款等方面给予政策
倾斜，如今全县蔬菜种植面积已突破10万
亩，年产值近10亿元。

“产业规模上去了，蔬菜质量也要跟得
上。”该县蔬菜办副主任张雨丽说，社旗县与
乌克兰国家农科院联手，依托河南省蔬菜产
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全面提升蔬菜产业科技含量；同时，强力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蔬菜产业已
获得有机认证1个、绿色认证5个。

今年 5月，该县与深农集团签订了共

建“粤港澳大湾区农产品直供基地”项目合
作协议，共同打造从“基地端”直通“销售
端”的农产品供需产业链，计划到 2022年
年底，全县建成超过 15万亩的“粤港澳大
湾区农产品直供基地”，借助深农集团遍及
全国26个大中城市38家综合批发市场的
销售网络优势，让社旗蔬菜和优质农产品
走向全国。

蔬菜产业点“绿”成“金”。社旗蔬菜
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承包经营、
入股分红、金融带贫等形式，将该县 7000
余户贫困户联结在蔬菜产业链上，户均年
增收3000元左右。③8

“菜经济”点“绿”成“金”社
旗

云雾中的林石公路云雾中的林石公路 ⑨⑨66

林石公路小档案

●路面宽6～9米
●沿线植被覆盖率90%
●沿线森林覆盖率为80%
●全线设置各种安全标志、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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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佩奥涉华演讲的
满嘴谎言与事实真相

日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总统图书
馆发表演讲，全盘否定中美关系，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
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中国内外
政策进行无端指责，散布“中国威胁论”，妄图挑动拼凑国际反华
联盟，遏制中国发展。

蓬佩奥言论无视历史，罔顾现
实，充斥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和冷
战思维。蓬佩奥的言论不仅遭到中
国人民的谴责，也遭到美国内和国
际上理性人士的批评和反对。

对于蓬佩奥的满嘴谎言，还是
让事实来说话！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扫码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