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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党的百年华诞 谱写“十四五”新篇章 •周口篇

全县新党员入党宣誓和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现场

●● ●● ●●

鹿邑 党建引领聚合力 城乡携手促发展

谷阳办事处五里庙村一角 工人正在紧张赶制化妆刷订单

党建引领 筑牢发展之基

走进高集乡王屯村，河沟两侧楸树成
荫，村道两旁绿植苍翠；村文化广场上，孩
童们追逐嬉戏、妇女们跳起广场舞；走进村
民家中，院内整洁卫生，房前屋后清洁整
齐，一幅美丽乡村画卷铺展眼前。

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力介绍：“王屯村
从昔日的贫困村变成充满活力的美丽乡
村，得益于夯实基层党建工作，让基层党支
部和农村党员真正发挥出战斗堡垒和模范
带头作用。”

去年以来，鹿邑县深挖基层干部工作
顾此失彼、村室建设标准较低、小微权力运
行失范等基层党建工作中的根源性问题，
创新和完善基层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党建
的政治引领作用，不断巩固和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使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
力、执行力得到不断提高。

工作热情很高，也想为群众多办实事，
但却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怎么干，这一度是
不少基层党员干部面临的困惑。针对这一
共性问题，鹿邑县制定印发《鹿邑县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操作手册》，包括党员教育管
理、组织建设、便民服务三个分册，以时间
为轴对“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党员积
分管理、主题党日活动等采取统一量化记
录，理顺了党内政治生活的逻辑关系；以

“制度建设、工作规划、干部队伍建设、阵地
建设”等事项为主要载体，明晰村级组织制
度规范、工作职责、值班安排、集体资产核
查登记、乡土人才备案等6项内容；以“热心
接待、耐心受理、真心承办”为服务宗旨，明
确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党员转接、军人保
障、教育就业、邻里矛盾调解等10余项便民
服务事项。具体而详实的操作手册为基层
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了指导和遵循，真正实
现了“一册在手，全程不愁”。

农村工作想搞好，党支部作用不能
少。去年以来，鹿邑县充分结合511个村和
54个社区工作场地现状，本着“社区无阵地
清零、村室土地私有化清零、老旧村室新建
和修缮”思路，确定了 2020年—2022年三
个年度村室建设工作规划。仅 2020年，鹿

邑县就投入590万元，以“多室一站一中心”
为建设标准、“七个一”为新功能标准，新建
高标准村室17个，修缮和改扩建村室2个，
亮化提升 12个，基层村室服务党员和群众
的功能得到提升。

村级小微权力看似小，若不规范，也会损
害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去年以来，鹿
邑县制定印发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全面规
范村级权力运行，构建起小微权力闭环监督
机制。流程图收纳总结集体事务和公共管理
服务两大类12大项27个小项内容，抓住基层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环节，强化
过程监控，确保小微权力运行过程的公平公
开公正。

“通过解决根源性问题，全县广大农村
基层党组织活力进一步迸发，思发展、求发
展成为最强音。”鹿邑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杨所超说，目前全县上下呈现出“党支部
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致力乡村振兴
的生动局面，党旗飘扬下的鹿邑乡村正涌
动着发展的热潮。

笔者来到马铺镇韩老家村，映入眼帘的是
一排排乡村“别墅”，浅灰色的水泥路在太阳的
照耀下发白发亮，让人的心情也跟着亮堂起来。

乡间田野，随处可见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在韩老家村的惠民小菜园里，五保户韩洪超正
在园内“巡视”，观察蔬菜的长势。

“菜园有 3亩多，是村里人捐款 6000多元
在一座废旧宅基地上翻建的，平时可以种一些
时令蔬菜，村里谁想吃谁来摘。”该村党支部书
记董广东介绍道。

64岁的韩洪超是村里的五保户，虽然患有
慢性病，但天天不愿闲着。董广东了解情况后
给他安排了菜园护理员的活，简易的劳动不仅
让老汉活动了身子骨儿，还额外获得了一份收
入，日子充实又自在，小菜园也被他打理得有
模有样。

除了翻改废弃老屋，村里所有的废闲地、
旧坑塘都被重新盘活利用了起来。

“俩坑塘的鱼一年的收入不比在外边打工
少，还能守着家照看孙子。”当被问起为何选择回
家创业时，马铺镇韩老家村民韩洪强自豪地说。

48岁的韩洪强住在坑塘旁边，过去坑塘里
堆积着各种垃圾，臭气熏天，用韩洪强的话说
就是“没法住人”。因此韩洪强一家常年在外
打工，逢年过节难得回来一趟，心里也是充满
怨气。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推进，村里的废
弃坑塘得到重新清理，坑塘周围种上了垂柳，
一条蜿蜒的石板小路把几个坑塘串联起来，沿
路种着绿油油的蔬菜，已成了村里最热闹的

“观光景区”。
得知整理出的坑塘对外承包消息后，韩洪

强决定返乡承包家门口的两个坑塘养鱼。“去
年投了两万块钱的鱼苗先试试水，没想到鱼长
得这么快。前几天外出看了看人家的鱼塘，学
习经验，我打算再添几千块的鱼苗。”韩洪强有
些兴奋地说。

韩老家村的改变源于鹿邑县大力实施以
“二四四”工程为载体的乡村振兴计划。“‘二四
四’工程即‘两废’‘四空’‘四堆’专项整治与综
合利用行动，‘两废’指废闲地、废坑塘，‘四空’
指空心村、空闲地、空宅基、空宅院，‘四堆’指
垃圾堆、柴草堆、杂物堆、粪堆。”马铺镇党委书
记袁征说。

“实施‘二四四’工程，让各村的‘三资’增
多了，集体经济变强了，群众收入增加了，为乡
村振兴注入动能。”鹿邑县县长郭俊涛表示，整
治出的废坑塘被纳入各村的“三资”，统一对外
经营管理；整理出的空闲地、空宅基，采取市场
的办法，对外有偿使用，解决了部分农户的宅
基需求和小微加工企业落地难的问题；整理出
的废闲地，对外进行有偿出租，发展林果、中药
材种植等，有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马铺镇只是鹿邑县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鹿邑县坚持“政府引导、党建引领、群众
主体、项目带动、常抓不懈”的原则，推动人居
环境普遍改善、村风民风全面提升、产业根基
越扎越牢。2020 年，累计整合资金 1.25 亿元
用于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行政村硬化道路通达
率 100%，自然村硬化道路通达率 89%，乡村绿
化覆盖率达到 30%，亮灯率达 90%，治理坑塘
1047.4 亩。目前已建设“千万工程”示范村 63
个、省级美丽乡村 32 个，使旧村庄换了新模
样，群众的幸福指数大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乡
村变得更加生态、美丽、宜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乡村振
兴的核心，关乎乡村振兴为了谁、乡村振兴依靠
谁的问题。”李刚说，推进乡村振兴，鹿邑县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遵循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坚持问题导向，立足实
际需求，聚焦重点、补齐短板、精准施策，统筹调
配人、财、物，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确保不走
弯路，不搞面子工程、形式主义，让惠民之举真
正变成“暖心工程”。

走进鹿邑化妆刷产业园区，鳞次栉比
的标准化厂房，紧张忙碌的生产场景，琳
琅满目的各式化妆刷，令人眼花缭乱，然
而几年前却不是这番景象。鹿邑加工尾毛
始于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有数十年的历
史，但受配套产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
当地只能进行尾毛初加工，产品附加值
低，不甘心赚些“蝇头小利”的村民纷纷赶
赴沿海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并迅速占领
全国市场。

2016年开始，鹿邑县决定把化妆刷作
为特色产业打造，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创业，在资金场地、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规划建设了 1000 多亩的化妆
刷产业园，重点打造化妆刷特色小镇、化
妆刷街区、化妆刷创业园区等化妆刷产业
培育平台，引入“四位一体”维护返乡农民
工劳动保障权益机制等一系列含金量高的
创业就业优惠政策。

昔日“东南飞”，今朝“燕归来”。第一
批外出打拼的秦应成和十几个老乡响应号
召，又第一批回到鹿邑，创办了河南正一
产业有限公司等三家化妆刷企业，年销售
额超过 2000 万元。当地政府把这些企业
集中到化妆刷产业园，让企业抱团发展，
同时可以带动当地就业，很快就聚集了上

百家化妆刷加工企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在
外制刷打工的鹿邑人返回家乡，在家门口
就业。

截至目前，鹿邑县产业集聚区拥有尾毛
化妆刷企业130多家，全县尾毛及配套产业
从业人员超过6.6万人，年产各类化妆刷1.5
亿套，产值达到40亿元，形成了化妆刷生产
所需的尾毛、口管、铝皮、木柄、拉丝、箱包等
配套完整的产业链。此外，产业园还生产美
妆蛋、睫毛等用具，集美妆产业生产、电商物
流于一体的美妆产业园日趋成型。

化妆刷产业只是鹿邑县“凤还巢”政策
催生“雁归效应”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产
业故事也在服装制鞋、食品加工、文化旅
游等多个行业上演。

鹿邑产业集聚区多走路智造（河南）科
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机声隆隆。经过飞
织鞋面、针车、大底制作等多道工序后，一
双双成品鞋“走”下流水线。

工人任艳静家住县城，以前在南方一
家鞋厂务工，前年看到企业在家门口招
聘，果断选择了就近就业。“这里环境好，
活不重，挣钱顾家两不误，以后就不出去
打工了。”她说。

“近年来，我县以获评国家‘双创’示范
基地为契机，依托人力资源丰富、外出务

工人员众多的优势，顺应产业转移和返
乡就业相互叠加的大潮，坚持以亲情、乡
情、友情为纽带，完善政策体系，搭建创
业平台，做优营商环境，涌现出了人才回
归、资金回流、项目回迁的喜人局面，逐
渐把一个劳务输出大县打造成一片返乡
创业热土。”鹿邑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程卫东说。

为构筑产业聚集新高地，鹿邑县主动
顺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围绕“培育主导
产业—完善产业链条—提升设施配套—打
造特色集群”的发展方向，持续以“区中
园”模式为抓手，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和
短板，通过改造提升、产业链延伸和新兴
产业培育，强联动、降成本、增效率、快聚
集，不断提高吸引力、竞争力、带动力。

“作为传统农区，全县农村劳动力就业
以往多集中在东部沿海，以长三角、珠三角
等地为主，可以说当年为了找份工作，连麻
雀也要东南飞。如今随着外出人员返乡创
业和就业的同频共振，鹿邑的产业发展已形
成‘雁归效应’，产业名片越做越大，名声越
叫越响，现有特色鲜明的六大产业集群被形
象地概括为食品‘一瓶酒’、化妆‘一把刷’、
纺织‘一件衣’、走路‘一双鞋’、火锅‘一袋
料’、健康‘一袋药’。”鹿邑县委书记李刚说。

返乡创业 激活发展引擎

乡村振兴

催开幸福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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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棠 李小伟 吴梦达

鹿邑县是“老子故里、道家之源、

道教祖庭、李姓之根”，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近年来，鹿邑秉持“产业兴

城、文化立县”发展战略，坚持新发

展理念，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确定并落实好“12345”工作机

制，即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当

标杆“一个目标”，城市宜居和乡村振

兴“两个方向”，坚持党建引领、打牢

经济基础和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三

大抓手”，做优老子文化、做厚工业

基础、做强农业经济、做美城市风貌

“四项重点”，组建乡村振兴、招商引

资返乡创业、城市提升、老子文化旅

游突破、优化营商环境“五个专班”，

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

展。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国

家园林县城”“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第三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河南省文明城市”“省级森林城

市”“河南省双拥模范县”“河南省农

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全省平安建

设优秀县”“河南省践行县域治理

‘三起来’示范县”“河南省县域工业

30强”等荣誉称号。

仲夏时节，骄阳当空，比阳光更

为激昂火热的，是鹿邑大地处处涌动

着的发展热潮。项目建设工地上，塔

吊林立，车来车往；招商引资战场上，

干劲十足，捷报频传；生产车间里，机

器飞转，工人忙碌；农村田野间，家园

美、产业兴、民安乐，一幅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画卷，在百万老子

故里人民手中缓缓展开。

数字最有发言权：2020 年，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省市平均

水平，生产总值完成420.8亿元、

增长2.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4.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5.9亿元、增长2.6%。全年新增

市场主体 10857 户，总量突破 6

万户，带动就业19.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