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7日早上，正当人们还沉浸在

浓浓的年味中时，在社旗县李店镇丙玉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下郭村蔬菜产业

园里，社员们有说有笑地一起分拣、包装

蔬菜。

“中央一号文件可说了，要着力构建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

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后咱们都是家

庭农场主，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

红火。”合作社理事长张丙玉一边干活，

一边给社员们鼓劲儿。

社旗县丙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

立于2009年，在政府惠农政策的指引

下，引进国家项目，打造下郭村蔬菜产业

园，并通过了国家“绿色无公害蔬菜有机

认证”。合作社拥有50座温室及1200

余座拱棚，主要种植有杭椒、彩椒、西蓝

花、西芹等蔬菜品种，产品远销郑州、武

汉等地，去年还被选定为全国第七届农

民运动会直供蔬菜产品，现在，每棚的经

济效益达1.5万元。

李店镇党委书记陈晓鹏是丙玉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常客，记者采访

时，正赶上他到这里给社员们拜年。他

告诉记者，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他们可

是一个机遇。合作社带动了全镇及周

边的蔬菜产业发展，大棚蔬菜种植户人

均纯收入净增5000元左右，还使2500

个农村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不少

农民变成了“土地流转有收入，蔬菜产

业园务工有工资，合作社入股有分红”

的“多薪族”。

“中央一号文件让咱吃了一颗‘定心

丸’。”张丙玉说，“今年我要争取更多的

农户加入合作社，壮大规模，趁着党的富

民好政策大干一场，让更多的乡亲腰包

都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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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

新型农村社区
和谐发展惠民生

记者手记

别把低保当做“唐僧肉”

郑汴两地电话
将共用0371区号

本报讯 （记者侯公涛 侯

博通讯员郝传信黄芳）春节前

夕，柘城县岗王镇郭小楼村农民

郭明义一家高高兴兴地搬进了

宽敞漂亮的祥云社区。“从前，俺

们一家祖孙三代5口人住在村

里一处偏僻的几间老瓦房里，门

前污水垃圾遍地，晚上黑灯瞎

火。如今，镇里规划建设了新社

区，俺们花了15万块钱，建了一

座两层小楼。社区里学校、医

院、文化广场要啥有啥，俺们也

和城里人一样了，今年这个年过

得可舒坦、可得劲啦！”近日，郭

明义说起新社区带来的好处，脸

上笑开了一朵花。

规划占地面积3675亩的岗

王镇祥云社区，是柘城县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柘城县坚持拆建并举，边建

边拆，实行文明拆迁、亲情拆迁、

和谐拆迁，保障新型农村社区的

农民搬得来，住得下，留得住，实

现了建设一片、拆迁一片、发展

一片、造福一片。

针对农村存在的村庄分散

零乱、人多地少的现状和特点，

该县采取老村扩改、整村搬迁、

小村并点、老街翻新、集中开发

等措施，积极推进12个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

在实施小村并点、整村搬迁的

过程中，该县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

首位，采取货币补偿、回迁安置、异

地安置等方式，让被拆迁户自主化

选择，调动了广大群众主动配合拆

迁、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为了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对失地农民和困难居民纳入医疗

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

并为他们提供免费转岗、就业培

训，确保了社区农民群众能就业、

有活干、有房住、子女有学上、养

老有保障、生活水平不降低。

如今，该县新型农村社区保

障住房已建成600多套，有600

多户农民搬进了新社区，过上了

新生活。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中国政

府网18日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

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的通

知》，《纲要》明确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

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

《纲要》提出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

间，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鼓励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引导职工灵活安

排全年休假时间，完善针对民办非企业

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

工的休假保障措施。加强带薪年休假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强职工休息权益

方面的法律援助。在放假时间总量不变

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结合实际调整寒、

暑假时间，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安排中小

学放春假或秋假。

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出

中小学可放春假秋假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二，记者走进滑县高平镇

后子厢村，在村头碰到了正要开车出门的村民王新稳

一家。

“现在路好走了，村村都修了水泥路，今天俺们去

串亲戚，开着商务车去，一家6口人坐上去正好。”王新

稳拍着花十几万元买的新车，乐呵呵地对记者说，“我

在外面打拼了几年，挣了一些钱，前年我在村里流转了

500亩土地，发展大棚蔬菜、樱桃种植、种子培育，去年

一年基本上把投入的200多万元收回来了。”

“俺原来有辆小轿车，可坐6口人太挤，这不春节

前又买了这辆商务车，不仅家人都能坐得下，而且平

时能拉着左邻右舍去外地学学种菜技术。”王新稳向

记者解释买车的原因。

与王新稳一家道别后，记者又来到了该村村部，

见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王洪梅。

王洪梅介绍说：“近几年，我们村发展很快，组

建了一支80余人的营销员队伍，先后在北京、大庆

创办了12家商贸公司，全村900余人外出从事建

筑、房屋装修及防腐等行业，办养殖场的有26家，

发展各类个体私营企业26家，农民的腰包是越来

越鼓。”

“现在俺们村3600口人，拥有私家车800多辆，

基本达到了户均一辆车。”王洪梅一脸的自豪。

本报讯（记者黄华）本报连续报道了确

山县“低保门”事件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人们纷纷呼吁确山县有关部门，公布对套

取低保的原村支书孔生的处理意见和确山县

低保花名册。2月17日上午，盘龙镇纪委通

过县委宣传部给记者发来一份电子邮件，正

式回应“低保门”。

这份落款为中共盘龙镇纪律检查委员会

的《关于孔生套取低保款的情况说明》中称，

“孔生（又名孔令杰），男，1950年2月出生，

2006年11月任确山县盘龙镇官庄社区党支

部书记，2012年8月辞职。”

“2008年12月，孔生利用职务便利，以

其亲属的名义申报了3个人的低保金，并由

孔生一直领取。自2008年12月至2012年6

月，孔生共领取上述低保金20870元（在组织

调查期间全部退出），用于个人支出。孔生的

行为构成贪污20870元错误。中共确山县纪

律检查委员会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决

定（确纪审[2012]68号），给予孔生开除党籍

的处分。”

在这个情况说明中，未提及孔生是否涉

嫌违法犯罪和退回低保金的去向。

针对盘龙镇纪委的情况说明，记者采访

了全国律师电视辩论赛河南赛区“明星辩

手”、河南建法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双喜律师。

刘律师说，根据《刑法》第382条的规定，国家

工作人员及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以骗取、侵吞的手段非法占有国有

财物的，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

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 盘龙镇纪委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认定：孔

生自2008年12月至2012年6月利用职务

之便共领取低保金20870元用于个人支出，

其行为构成贪污。很明显，孔生已触犯刑法，

涉嫌构成贪污罪，纪检部门依法应将其移送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应对其单纯

作纪律处分。至于孔生在组织调查期间全部

退出侵吞的低保金，属于退赃行为，是从轻量

刑的情节，但不影响定性。

截止昨日，确山县民政局、盘龙镇政府，

仍然没有公开低保花名册。

2月18日，在商丘市文化路，透过袅袅的炊烟，

飘来阵阵馄饨的香味。在一家银行门口，来自安徽省

阜阳市临泉县同城镇的刘玉明和妻子杨娟，经营着一

个“小挑馄饨”摊点。

“老板，来两碗馄饨！”一对年轻人坐在一张桌子

前。45岁的刘玉明随即上前放好筷子、碟子。

刘玉明嘴里应着，麻利地摆上两个碗，每个碗中

放一撮紫菜、几个虾米和少许鸡精等调料。同时妻子

杨娟已把包好的馄饨下入锅中，不大会儿一碗热气腾

腾的馄饨就出锅了，在盛好的馄饨碗中撒上些香菜，

刘玉明就端上了桌。

刘玉明说，他是1998年来商丘的，一直就在这个

地方做馄饨生意。“以前没孩子，都是每天下午5点出

摊，现在有两个孩子了，上午10点就出摊了，孩子上

学花费很大，不勤快也不行了。”刘玉明自己笑了起

来。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送走最后一拨客人一般是晚

上11点多，收拾收拾要到凌晨1点多才能回到家。”谈

到希望，刘玉明说：“希望太大，不敢奢望，一家人能在

一起，做个简单的小生意，与世无争，这就是幸福。”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记者

日前从省环保厅召开的全省环

境保护工作视频会议上了解到，

今年全省环保工作将重点加强

大气污染防治，继续深化农村环

境连片综合整治，不断加大农村

环境整治力度，着力解决损害群

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省环保厅王照平厅长介绍，

去年共安排6亿元用于农村环

境整治，涉及160个乡镇、750

个行政村，今年农村环境整治

重点将向大的新型农村社区或

条件好的移民村倾斜。同时，

继续加强生态创建，目前全省

已创建省级生态乡镇100个、省

级生态村465个，超额完成了年

度任务。今年要在此基础上，

完成500个省级生态村的创建

任务，争取创建成功1个国家级

生态县和3～4个省级生态县。

另据了解，我省还将重点

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推动电力、

钢铁、水泥等行业脱硫脱硝设

施建设，同时，制订重污染天气

情况下的应急预案，尽可能降

低重污染天气造成的损失及危

害。

本报讯 日前，河南省政府

办公厅转发了省通信管理局制

订的《郑州开封本地电话网升位

并网调整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郑汴两地将实现

电信同城。

《通知》指出，郑州开封本地

电话网升位并网调整，涉及两市

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的通信网络

核心交换局、市话端局、模块局、

接入网点3127个，用户交换机单

位158家，各紧急服务类、公益

类、政务类、客服类短号码平台

224个，设备改造量大、技术要求

高、实施时间长，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

《通知》明确，此次升位并

网调整工作总体分为 3 个阶

段。即，制订实施方案、实施方

案论证批复、实施方案落实。

最终，将在开封市固定电话原7

位号码前冠“2”，其他短号码不

变，取消开封市长途区号0378，

统一使用郑州市长途区号

0371。郑州、开封两市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等资费将进行同

步调整。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张莹）昨日，

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春节七

天 假 期 ，全 省 共 接 待 游 客

1292.0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53.9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4.35%、14.86%。

另外，境外和省外游客明显

增多，郑州至台湾直航常态化

和郑州至东南亚多条航线开

通，使得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泰

国、韩国游客增长较快。“鲁豫

游约50万人互动”、“流动的河

南”高铁旅游推广等系列活动，

使得春节期间来自山东、广东、

湖南、湖北等周边省份的游客

明显增加。

确山县盘龙镇纪委回应“低保门”——

先是确山县双河镇村干部在给低保户办

低保时收取高额复印费，盘龙镇又爆出村支

书贪污低保两万多的丑闻。

还有不少读者和网友纷纷反映，确山很

多有车有房的能吃低保，而个别身体残疾、生

活困难的群众却吃不上低保。究其原因，他

们说在确山想吃低保要么上边有人，要么你

得舍得给办低保的干部送礼。一时间，个别

基层干部竟然把低保当做了“唐僧肉”，见着

都想咬一口。

为什么确山低保管理这么混乱？采访

中，记者感觉不公开透明是罪魁祸首。

亡羊补牢不为晚,真诚希望确山县有关

部门拿出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勇气来，把低保

工作晾晒在阳光下，自觉接受群众和媒体监

督，看看还有谁敢再向低保伸黑手！

□本报记者 黄华

今年农村环境整治重点
向新型农村社区倾斜

春节假期我省接待游客
1292万人次

菜园里谈“一号文件”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申鸿皓

农民开车去拜年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肖文超

“小挑馄饨”
挑起全家的幸福
□本报记者侯博 通讯员孔慧

▲ 2月18日，在宝丰县举办的第十九届民间

艺术大赛上，48支文体表演队伍3000多名民间艺

人进行的跑驴、舞狮、旱船、舞蹈、扇子舞、铜器等

30多种精彩纷呈的民俗社火表演，吸引了数千名

观众前来观看。 王双正 摄

▶ 2月18日，正阳县春节民俗表演在县文化

广场精彩上演，当地群众在尽享民俗文化盛宴中

欢度新春佳节。 王珺 胡瑞琪 摄

多彩社火闹新春

不是套取，是贪污!
低保花名册仍未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