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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种树，在大石桥乡横沟村，不卖果子的赵新
敏，靠创意唤醒了“凤凰古寨”。

2014年，在外创业的赵新敏回到家乡，成立了凤凰毛
竹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展毛竹等林果业，“养在深闺无人
识”的原生态美景走进大众的视野。随后几年，赵新敏坚
持造绿与育景并重，依托村内凤凰古寨、山水优势，发展产
业林果，补种花卉、景观苗木等，寻常的小山村成为集森林
康养、亲子教育拓展、影视基地拍摄于一体的农旅田园综
合体。2018年，横沟村成为淅川县首批乡村旅游扶贫发
展试点村，2020年，该村又顺利通过国家森林乡村验收。

南瓜马车、蒸汽机车、田园稻草人，再加上90%的森
林覆盖率，曾经的穷山村吸引附近几个县区的游客前来
观光打卡。去年十一，全村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本村及
周边村的贫困户 40余户 78人长期在此务工，村民年人
均纯收入由5年前的2000余元提高到1万余元。

目前，淅川已培育森林乡村 2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36个，建成林旅融合示范园 40个，1.1万多户贫困户依
靠“绿水青山”端上了“金饭碗”。

山因林而绿、民因林而富、村因林而美、水因林而
清。如今的淅川，山川更美，乡亲更富，2020 年 2月已
正式脱贫摘帽，脱贫实践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丹江口水库最新一期监测结果显示：水质持续向
好，109 项全因子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达标Ⅱ类标
准，其中常规项目 95%以上符合Ⅰ类标准，特定项目
100%符合水源地水质标准。8

□本报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谢勇 李冉

3 月 22日，在明媚的春光中，桐柏县固
县镇大石坡村的万亩桃园里，新任“90后”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樊中玉正在给桃花
拍照，镜头中粉嘟嘟的桃花格外娇艳。

“年轻人的脑瓜子就是灵光。”大石坡村
党支部副书记代吉生说起樊中玉赞不绝口，

“樊书记把村里的桃子、小龙虾、土鸡土鸭放
到网上，这不，桃花还没全开，订单就来了。”

樊中玉，今年28岁，大学本科毕业后，怀
着一颗反哺家乡的赤诚之心，毅然投身家乡
建设。2020年 12月，经组织考察、党员群众
推荐，高票当选固县镇大石坡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

在众多的年轻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中，
樊中玉只是桐柏县 19名女党支部书记中的
一员。去年以来，桐柏县以村（社区）“两委”
换届为契机，“下深水”选人，下功夫调优结
构，一大批年轻干部、女干部脱颖而出，为村
（社区）“两委”干部队伍注入了新生力量，队
伍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据统计，换届后，
村（社区）支书主任“一肩挑”比例达 100%；
女干部“一肩挑”19人；35岁以下年轻干部
和女干部在每村 1名的基础上，村均分别达
到 1.3人、1.74人；“两委”成员平均年龄比上
届下降近 3岁，大专以上学历提升了 20%，
切实实现了年龄、学历指标“一降一升”。

桐柏县属革命老区，山多地少，经济不
强，年轻人在外居多，村（社区）“两委”班子

老化严重。为配强人选，38名县处级干部包
乡联村，会同乡镇党委书记逐村分析研判，
从退伍军人、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未参加工作的回乡大学生等群体中发掘优
秀人选 ，全县村党支部书记从初期 19%的
更迭率提高到了目前的35%，人选质量有了
很大提升。

结构不优，怎么调优？严把年龄关，县
乡两级党组织对意向人选逐一审查、反复筛
选，使17名超龄支书意向人选全部清零。另
外，该县还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实施了增岗
专选和专职专选两种模式，具体说就是，对
人口在 1000人以下居住分散的小村，人口
不足 3000 人实际管理人口超过 5000 人的
村，按照程序分别为其增加1—2名村干部职

数；对村党支部委员中缺少35岁以下年轻干
部和女干部的，一律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实
行专职专选，确保有人选、选得上。通过这
两大关键招，该县35岁以下年轻干部由初次
意向人选的 151名增加到 279名，女干部由
230名增加到376名。

“桐柏县委在此次换届中狠下功夫，针
对重点、难点，逐一研判，对症下药，结构不
优、年龄老化等一批困扰村级班子队伍建设
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一大批35岁以
下高学历干部、女干部进入村（社区）‘两委’
班子，为村干部队伍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
了生机活力，必将成为全县村级组织建设的
生力军。”桐柏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明告
诉记者。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曾倩 通讯员 王中
献）沃田桑景晚，平野菜花春。走在古朴典雅的邓习画
廊，沿途五颜六色的万亩油菜花海色彩明艳，“四美乡
村”自然风光优美。3月 23日，邓州市首届“油菜花季
双周游”拉开帷幕。

据了解，此次活动从3月 23日起到4月 5日结束，
以“游邓习画廊、赏油菜花海、忆乡风乡愁、品绿色美
味、助乡村振兴”为主题，活动丰富多样。将通过举办

“百车千人”自驾车、“骑行”比赛、健步走大赛，让大家
以不同出行方式畅游邓习乡村画廊油菜花海；通过开
展舞狮、旱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和戏曲表演，为游
客展现邓州市丰厚的文化底蕴；并在四美乡村：文渠镇
程家庄村、张村镇杨场村、九龙镇西亭村、十林镇景营
村分别举办民俗展演，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节
为媒，活动现场丰富热烈，刘集黄酒、邓州小磨油和邓
州特产水果等农特产品备受游客青睐。8

本报讯（记者 刁良梓）近日，记者获悉，以南阳师
范学院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李亭博士为第一作者的研
究论文在国际催化领域顶级期刊《NatureCatalysis》
（自然-催化）上刊发，李亭也是我省首位在该刊物发
表论文的研究人员。

据了解，作为英国Nature杂志旗下代表性“大子
刊”，《NatureCatalysis》是国际上催化领域最权威的
综合型学术期刊，每年接收的研究论文仅60篇左右。

炔烃作为有机化学中最重要的官能团之一，其相
关化学转换一直以来受到合成化学家的关注。传统的
炔烃化学转换研究往往主要聚焦于炔烃碳碳三键本
身，炔烃炔丙位的化学转化则关注得较少，特别是基于
碳氢键官能团化反应实现的炔烃炔丙位不对称化学转
换则几乎未见诸文献报道。李亭以《Gold-catalyse-
dasymmetricnetadditionofunactivatedpropar-
gylicC-Hbondstotetheredaldehydes》为题的论文
近日发表，该项研究实现了首例未活化炔烃炔丙位的
不对称碳氢键官能团化反应，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
应用价值。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庞
磊）“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
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珍惜，
不努力工作！”3月 18日，内乡县委宣传部党史故事讲
述会上党员王倩的动情分享，引起强烈共鸣。

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内乡县委宣传部除规定
学习内容外，还在机关党员干部中创新开展“学党史知
党史讲党史”党史故事讲述会、“学党史国史文明实践
主题活动”、走进本土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以实际行
动学习好、传承好、发扬好党的历史，用党的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为全县党史学习教育
注入动能。

长征精神、冰雕连、上甘岭战役、刘九书柜、两把菜
刀闹革命、三个女红军与半条被子、陈望道把墨汁当红
糖……党史故事讲述会上，党员们分享的一段段刻骨
铭心的红色记忆、一幅幅浴血奋战的震撼场景、一个个
鲜为人知的党史故事，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催人奋
进。8

本报讯（记者 于晴 通讯员 朱阿明）近日，南阳市
宛城区公安分局破获一起新型网络犯罪案件，该案件
将网络赌博伪装为投资项目骗取投资者进行投资。目
前，犯罪嫌疑人 6人已到案，扣押各类银行卡、支付宝
账户等近30张。

2020年 12月底，接居民报警称在网上被骗 50余
万元。经调查，报警人张某某经朋友介绍下载某游戏
APP，前期投入每次能够如期获利返款提现，张某某见
有利可图，误认为是一个投资的好项目，先后共计充值
达50余万元用于网络投资，等到再次提现时发现钱已
提不出来，对方将自己微信号拉黑，与“投资平台”失去
联系。这时张某某才意识到被骗。

接到报警后，宛城区公安分局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积极开展侦查工作。经过缜密侦查，发现该平台与涉
案微信号均在境外，属于典型的跨境赌博平台。警方
调查后迅速锁定为该跨境网络赌博平台提供资金运转
服务的犯罪嫌疑人。

截至目前，犯罪嫌疑人共6人均已到案，扣押银行
卡20余张，涉案金额达2430万余元，案件正在进一步
深挖中。

警方提醒，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投资者只有
做到在投资前认真审核平台资质，理性投资，才能切实
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8

邓州市

首届“油菜花季双周游”开幕

我省一项重要研究成果
在国际权威杂志刊发

内乡

宣传干部学党史挺在前

网络赌博“变装”

警方破获新型网络犯罪案

3月 23日，新野县白河滩湿地公园百万株郁金香
俏争春色，吸引了广大游客前来踏春赏花。8 王冬
安 摄

青山秀水间的“绿色银行”

桐柏县完成村（社区）“两委”换届

专啃硬骨头 换出新活力

3月22日，地处丹江口水库东岸的淅川县马蹬镇葛家沟
村后山上，山石峭立，寒意料峭。站坡顶俯瞰，阳坡面，去年栽
满的小树迎风傲立，阴坡面，石缝中间，标准的树坑依次排开。

凌晨5点，刺骨的寒风中，造林队长李国峰就驾着装满
树苗的三轮车进山了，一路颠簸到半山腰的蓄水池旁，拿出
水泵、铺好水管，将工具准备就绪，30多个造林队员三五成
群也到了，扛起带着土球的树苗，拿着洋镐、铁锹，朝山上走
去，一天的造林工作就此开始。

“坡陡沟深，机械上不去、人站不稳，我们就肩挑背扛、
运苗运水上山。石头山上没有土，我们就在岩石上凿出石
窝窝，挑来活土，栽上苗子……”李国峰如数家珍地介绍着
他这些年种树的“法宝”。

淅川县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有125万亩为石漠化区，
其中重度石漠化55万亩，且集中于丹江口水库周围，生态脆
弱，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威胁着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安全。水
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树。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
在地、国家生态安全战略要地，荒山灭荒，是淅川首先打响的
绿色战役，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然而，石漠化荒山土层单薄、水分难留，过去“年年栽树
不见绿”的事儿屡见不鲜。“人受憋堵武艺高”，淅川人想尽
了办法。“淅川立地条件差，造林难度大。我们与专业造林
队、造林大户签订造林合同，活一棵验收一棵。如果达不到
85%的成活率，补栽后第二年再验收。”该县林业局局长刘
定州说。在全省首创了合同化造林模式后，“一锤子买卖”
变成“年度考核”，造林大户积极性大大提高，爆破鱼鳞坑整
地、挖大穴垒石圈、客土造林、蘸浆保墒、分级提灌……一个
个“秘方”被“炮制”出来，造林成活率噌噌往上涨。

种树不易，护林更难。这些年，淅川县配备400多名专
业护林员，组建300余人的专业防火队伍，乱砍滥伐近乎绝
迹，连续37年没有大的森林火灾发生。

种好一棵树，养成一片林。近年来，淅川每年新造林面
积都在 10万亩以上，连年稳居全省县级造林前列，森林覆
盖率达到 45.3%，宜林荒山荒地绿化率达 95.8%，53.2万亩
荒山重披绿装。

特殊的区位决定了淅川林业的特殊性，不仅要当
好保水护水的“生态卫士”，还要打造富民强县的“绿色
银行”。

踏访丹江两岸，既赞叹于淅川“能绿尽绿”的拼劲，
更惊讶于其“谋定而绿”的巧劲，仅树种变化，就足见匠
心：石漠化严重的荒坡，“主打”楸树、火炬松，既储备木
材又涵养水源，筑起清水北送的绿色屏障；环湖村庄的
山头，紫薇、樱花是主力，春风一过万山芳华，为近郊
游、乡村游埋下“伏笔”；库区沿线的乡镇，外招内引，以
软籽石榴、核桃、杏李为主导，托起群众致富希望。

3月 21日，在毛堂乡庙沟村，600余亩刚吐出新叶
的大樱桃树齐刷刷铺满了山坡，种植大户闫国生摩挲
着树干，眼神里全是爱意。

今年58岁的闫国生是村里的“能人”，毛堂乡钒土
资源丰富，上世纪末，靠做钒土销售加工生意，赚得盆
满钵满。但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钒矿关闭，
闫国生彻底“金盆洗手”了。

赋闲在家后，老闫一直想找个营生。2015年，机
会来了，他了解到县里出台财政扶持、品牌认证奖励、
基地建设奖励等优惠政策，扶持林业产业发展，心中的
小火苗开始闪动。

“老家坡地多，要是全种上果树，那可是无尽的财
富！”有了这个淳朴的想法后，老闫跟家里人一合计，外
出考察一番，种大樱桃被提上了日程。2016年，在该县
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他成立了淅川县深山沟种植农业
合作社，在庙沟村栽植大樱桃五万余株。2020年夏，红
果子刚挂上枝头，就卖了5万余元，贫困户第一次尝到
了黄土地带来的别样丰收喜悦。

不只是在庙沟村，近年来，淅川县累计发展软籽石
榴、杏李、大樱桃等林果产业 30余万亩，集中培育了

“淅有山川”区域公用品牌，基本实现了贫困户户均 1
亩果园。2020年，林果大丰收，78种优质林果产品随
水进京，累计销售量达1.7万吨、金额4亿多元，真正成
为群众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增绿添彩
生态屏障守护绿水青山

兴林富民
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林旅融合
美丽风景激活“美丽经济”

□李栀子 文/图

随着天气逐渐升温、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市民出行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进入 3
月份以来，南阳市旅游市场逐渐升温。3月
23日，记者来到内乡县衙，景区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精心准备了廉政节目《知县
审案》，该节目展现了古代知县巧妙办案、爱
民如子、刚正不阿的清正廉洁形象，吸引了广
大游客参观游玩。8

宛城迎春
旅游市场逐渐升温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康帆

初春时节，沿丹江两岸溯回，目之所及，山林郁郁葱葱，阵

阵清风吹过，绿波浩浩，让人顿觉心旷神怡。山川披绿，林海生

金。近年来，以绿色为底，一幅幅生态富民的新画卷在南水北

调中线渠首大地淅川县徐徐展开。

淅川县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在丹江两岸筑起一道绿色屏障。8 杨振辉 摄

▼淅川县老城镇豫淅红石榴基地。8 张建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