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渑池县坡头乡不召寨村

的千亩花椒又喜获丰收，图为

8月26日该村村民正忙于采摘

花椒。

不召寨村位于渑池县北

部山区，土地贫瘠，原来是有名

的贫困村。近年来，县农业局

为该村引进优质大红袍花椒新

品种，引导群众流转土地1000

余亩，传授栽培管理技术，规范

生产标准，所产花椒色味俱佳，

获得国家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产品远销山西、陕西等地。目

前，这个有1000多人口的小山

村，人均种植1.4亩花椒，光花

椒一项，人均收入就达3000余

元。 董晓红摄

小花椒
铺就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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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污染咋治理？

省审计厅8月25日发布《2012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结果》，

其中对4项支农惠农政策执行情况的审计结

果表明，总体上，我省惠农政策在具体执行

上基本合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这次审计调查的 132个县（市、区），

2010年至2012年工程计划总投资75.46亿

元，计划解决1574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

问题。审计情况表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

建设，改善了农村居民饮水条件，促进了农

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审计调查发现

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个别农村饮水安全项目

规划不科学，项目建成后废弃。如固始县城

郊乡大棚村集中供水站于2011年建成，投

资144.5万元，尚未投入运营，就因城镇开发

而废弃。二是一些地方存在串通投标和借

用资质的问题。调查发现，6个县（区）28个

标段的施工单位串标，涉及合同金额3980

万元；8个县56个标段借用资质，涉及合同

金额3374万元。三是部分县（市、区）工程

设计未经招标，直接委托给省辖市水利部门

所属的设计单位。商丘、周口、开封3市所属

县（市、区）把工程全部委托给市水利局水利

勘察设计院，设计费高达6183万元；驻马店

水利勘察设计院承担上蔡、平舆、遂平3县的

工程设计，该院将设计费的75%返还3县水

利局，共计233万元。

种植业保险政策

这次对14个省财政直管县种植业保险

财政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

2011年至2012年，14个省财政直管县玉米

等农作物参保面积1664万亩，各级财政拨

付保险补贴资金1.82亿元。审计发现，套

取、侵占种植业保险补贴资金的问题比较普

遍，主要表现在：一是虚假参保，套取财政补

贴资金。12个县存在种粮农户对种植业保

险政策不知情、且未投保的情况下，由乡镇

政府、村委会、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或其他人

员以农户名义代缴保费，与保险公司共同虚

构农户参保信息、编造虚假保险档案资料，

套取种植业保险财政补贴资金达3157万

元。如宜阳县 9 个乡镇政府代垫保费

128.29万元，虚假参保，中国人保财险宜阳

分公司据此套取财政补贴资金513万元后，

返还乡镇216万元，主要用于乡镇经费等。

二是虚假理赔，套取种植业保险理赔款589

万元。如中国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保险夏

邑分公司共取得11个乡镇小麦和玉米保险

保费收入130万元，其中村干部和保险公司

业务员代垫保费26万元，套取财政补贴104

万元，保险公司通过虚构理赔档案，支付上

述人员58.4万元。经商丘市公安局鉴定，人

保财险公司理赔档案资料中所盖4个乡镇政

府印章为假印章。此外，还发现保险公司没

有按照规定将理赔款直接发给农户、农业保

险凭证没有分户承保等问题。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

据对50个县（市）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

小学布局调整情况进行的审计调查，我省各

地积极整合各类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不断

加大投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进展顺

利。审计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地

区寄宿制学校生活设施不足且较为简陋。调

查的582所寄宿制初中和小学中，有281所

学校学生宿舍面积不足，无法满足学生寄宿

需求；29所学校未配备学生食堂等必要的生

活设施。二是部分地区师资力量向县城学校

倾斜，造成城乡师资结构失衡。2006年至

2011年，50个县从乡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选

调6828名教师到县城学校任教，从乡镇以下

农村中小学选调4658名教师到乡镇所在地

学校任教。高学历和年轻教师由基层向乡

镇、县城流动，加剧了基层骨干教师的短缺。

2011年，有12个农村教学点仅有1名老师，

负责教授1年级到3年级学生的全部课程。

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治项目

这次对16个省辖市和7个省直管试点

县（市）2011年至2012年度农村环境连片综

合整治项目进行了审计，项目投资总额11亿

元。审计情况表明，项目资金的管理使用基

本合规，项目的实施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环保

意识，促进了我省农村环境保护工作。审计

发现的主要问题：一是部分项目论证不充

分，选址不合理，管网设施不配套，项目建成

后即闲置。抽查的257套污水处理系统中，

除9套没有完工外，103套处于闲置状态。

二是部分项目责任主体不明确，后续管理不

到位，已建成的垃圾处理系统难以有效收集

和转运，部分设施处于闲置状态或已经丢失

损毁。如邓州市文渠乡70个垃圾箱中有66

个丢失，一座垃圾中转站未使用。三是部分

项目竣工验收不真实。如汝州市2011年连

片整治项目，在尚未完工的情况下，出具了

“项目设计合理、施工质量符合设计标准”的

验收结论。 （本报记者成睿智）

近年来,我国对“三农”领域的优惠和

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支农强农

惠农政策，加大促进“三农”发展的资金投

入。然而，在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工作中，

由于涉及范围广，资金流量大，监管难度大，

导致涉农领域成为诱发职务犯罪的温床。

涉农资金管理制度是否完善，资金是否及时

足额发放，以及涉农专项资金的安全运行、

有效使用，与农民群众能否得到真正的实惠

密切相关。

切实保证强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维护

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需要职能部门加大涉

农资金的监督检查力度。今年上半年，笔者

所在的济源市财政局对涉及11个镇和农业、

水利、林业、民政、交通、扶贫等六个部门的涉

农惠农资金使用情况开展了监督检查，检查

内容包括塘坝节灌工程、救灾资金、医疗救

助资金、现代农业项目、危房改造、天然林保

护、公益林管护、扶贫搬迁等资金的管理使

用情况。为把涉农惠农资金检查工作开展

得深入、扎实，济源市财政局组织检查人员

认真学习各项资金的管理办法、法规制度，

仔细了解各项资金的收支情况，积极探索新

的监督检查方式，采取“一查、二看、三问、四

访”的方法，查清涉农惠农资金的拨付和落

实到户情况。“一查”就是查各项资金发放程

序是否合理，兑现情况是否公示；“二看”就是

看市、镇、村三级资金发放花名册、明细表、台

账等是否相符；“三问”就是询问农户各项资

金是否能及时足额发放到户，有无滞留、挪

用、私分、虚报冒领现象；“四访”就是进村入

户访问村民对涉农惠农资金发放有何意见

和建议，是否真正得到实惠。

笔者认为，在涉及惠农资金运行过程

中，其资金的使用，虽然有一套严格的管理

制度，但在执行中负有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

工作人员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工作程序

和方法要有良好的操作性，才能保障监督检

查取得应有的效果。通过监督检查，济源市

及时查处了涉农惠农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

题，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正，让惠

民工程真正造福于民，切实维护了群众的利

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要加大惠农资金监督检查力度
□济源市财政局王立中

惠农论坛

网友问：我省规定符合二胎

条件生育二胎的间隔是四年以

上，这怎么计算，是不是如果一胎

小孩已经三岁零三个月，其母亲

还没有怀孕，就可以申请领取二

胎生育证？

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答：适当的生育间隔是优生优育

和延长人口周期、控制人口总量

的有效手段，所以，即使符合生育

第二个子女的生育政策规定，也

应该有适当的生育间隔时间，按

照规定的条件生育。符合规定生

育第二个子女的，女方应有四年

以上生育间隔时间。四年以上生

育间隔时间是指从第一个子女出

生至第二个子女出生之间的时间

应在四年以上。但考虑到年龄与

优生的关系，为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又作出女方二十八周岁以上

者，由申请人自主决定生育第二

个子女的时间的规定。

如果您符合申请生育二胎的

条件，生育二胎需要先申请，经过

审批办理二胎生育证后才能生育，

所以您在第一个子女三岁零三个

月还没有怀孕时，可以按照规定申

领二胎生育证。

网友问：我是登封市颍阳镇

颍东村村民。这两年，由于污染，

我村井水都不能喝了。农村环境

污染咋治理？

省环保厅答：感谢您对我省

农村环境问题的关心关注。2011

年，我厅围绕影响农村环境质量

的饮水安全问题、生活污染问题、

畜禽养殖废弃物问题，编制下发

了《河南省农村环境连片综合整

治实施方案》，并在全省范围内安

排了322个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

目，解决项目所在村庄的生活垃

圾收集及生活污水处理问题。相

对城市环保和工业污染而言，农

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弱，受人

力、资金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限

制，治理起来难度较大。加之，农

村环境问题涉及多个方面、多个

部门，改善农村环境既需要政府

加大投入，又需要各级政府、各个

部门统筹协作，还需要加强宣传

引导，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虽

然，近年来，针对农村环境保护，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目前仍处

在初级阶段，还有很长的道路需

要摸索。下一步，我们将在继续

深入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推

进农村地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加大与发改委、财政、农业、

住建部门的合作，通过签订政府

环保目标责任书，引起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对农村环境问题的重

视，并切实加强领导，密切关注。

“低电压改造不但让俺能像

城里人一样吹空调、用冰箱和洗

衣机，还让俺哥俩开办了自己的

粮油加工厂！”8月26日，确山县

竹沟镇徐庄村返乡创业村民王

石、王磊哥俩说。

地处革命老区的徐庄村属

于2000年首批农网改造村，随

着大功率用电设备的普及，变压

器容量明显不够，导致该村低电

压现象较为严重。2012年，确

山县电业局将徐庄村等8个村

委列入低电压改造试点村，更换

了大功率配电变压器10余台，

改造高低压线路10余千米，同

时为返乡创业农民设置了用电

服务“一站式”、“一条龙”绿色通

道。

强劲的电力和优质的服务

让返乡创业农民信心满满，他们

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加工厂、养殖

场。据粗略统计，在确山县竹沟

镇，像王石、王磊哥俩一样靠电

发家的返乡创业成功农户多达

49家。（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继成）

内乡县目前也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天气，

但由于有平时管理良好的众多小农水，抗旱

一点也不用发愁。

该县的经验之一是在建设维修上舍得投

入。内乡县境内较大的水库有红旗水库、打磨

岗水库、琴溪湖水库、清凉庙水库，这些水库都

建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遍存在实际库容

较小的问题。为了让这些水库在发展生态产

业上发挥作用，该县从2009年起，每年都投入

巨额资金进行除险加固，同时修建配套输水渠

闸，使这些水库的输水路径加倍延伸。打磨岗

灌区烟草水源工程位于马山口镇河口村，总库

容983.3万立方米。该县投资16540.7万元，

在左坝段修建庵山水库引水洞0.102千米，在

右坝段修建打磨岗水库引水洞4.34千米，铺设

灌溉管道24.312千米，每年向下游河道基流

供水406.8万方，向庵山水库补水437.5万方，

向打磨岗水库供水1088万方，新增灌溉面积

6.66万亩。

经验之二是在截潜蓄水上持之以恒。

全县上下一盘棋，向冬季农建工程要效益、

要质量。该县在湍、默、刁、黄四条河流上新

修截潜流蓄水渠坝十余处，抬高沿河区域水

位，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安全，而且利用堰

渠远距离输水，大大增强了灌溉面积。在具

体施工过程中，各乡镇发动群众，想尽办法

改善水利条件，把工夫用在平时。湍东镇河

床水位曾经连年下降，他们就聘请水利专家

对渠系进行测量，提出施工方案，依托上游

的坝、堰整修干渠、支渠17.6公里，新增有效

灌溉面积近4000亩。赤眉镇在整合惠农资

金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自筹资金30多万元，

整修渠道近４公里，新增有效灌溉面积

5000余亩。

经验之三是在管护上全民参与。该县

常年向群众宣传农水的重要性，形成全民参

与和监督管护的局面。县委书记全新明介

绍说，农水工程光靠主管部门管不过来，如

果没有群众参与其中，风调雨顺时，水利设

施就会闲置和毁坏。一旦群众参与管护，水

利设施就会随时随地有人心疼、维护了，干

旱的时候就会派上大用场。

今年，我省共计安排中央补

助投资卫生建设项目3757个，总

投资26亿元。省卫生厅日前举办

了2013年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项目启动会暨基本建设

管理培训班，省卫生厅厅长李广

胜、省发改委副主任靳磊参加了会

议。李广胜厅长在会上强调，加强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一要

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科学编制区

域卫生规划、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

划和新型城镇化城乡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二要坚持统

筹推进不动摇，严格基建程序，坚

决杜绝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

“三边”工程，同时加强质量控制、

资金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保障

体系；三要坚持落实责任不动摇，

在卫生项目建设各层级、各环节、

各方面都推行责任制；四要坚持能

力提升不动摇，加快配备必需的仪

器设备，确保人才配套，不断提高

服务能力。

（贵才）

“群众十分关心的农村党员发展、农民

各项直补和低保、五保、计划生育、新农合等

好多事情，都能在互联网查看了，真方便！”8

月26日，滑县高平镇周潭村村委会主任周守

典说。

滑县纪委被省、市纪委确定为农廉网

络公开监管体系试点县后，迅速成立组织、

召开会议、制定文件，农廉网已经开始试运

行。农廉网及时公开县乡村三级涉农政

务，覆盖全县22个乡镇、一个产业集聚区

和21个涉农局委。目前，全县44个相关

单位正在按照要求紧张输入公开内容，预

计9月初农廉网即可正式开张。农廉网让

群众能够及时了解干部要做什么、在做什

么、已经做了什么，让干部成为“透明官”，

干群之间少了“隔心墙”，多了“连心桥”。

（宋本鹏 绳红生）

省审计厅审计四项惠农政策
基本合规问题不少

8月22日，灵宝市人口计生委召开大

会，对在今年高考中考入一本院校的94名计

生家庭子女进行了表彰奖励，共发放奖金

5.17万元。

2009年4月，灵宝市委、市政府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

口问题的若干规定》，建立起奖励、优先、优

惠、扶持、救助、保障六位一体的计生利益

导向和社会保障机制，帮助困难计生家庭

子女上学。按照这个政策，独生子女领证

户、双女户家庭子女考入一本院校的，每人

奖励500元；考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

每人奖励1万元，其中属独女户和双女户

的，奖励幅度增加20%。5年来，该市人口

计生委累计为考入一本院校的318名计生

家庭子女发放奖励金19.2万元。

（刘铁项）

各地动态

滑县

建农廉网

灵宝市

帮计生户子女上学

典型经验

当前我省遭遇严重干
旱天气，有些地方的水利设
施重建轻管，在目前抗旱保
秋的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
但内乡县大部分乡镇抗旱
工作却显得相对轻松。天
干物燥之际，内乡县秋作物
却不愁没水喝，田野里还呈
现出生机勃勃的水乡景
象。来看看该县是怎么做
到这一点的。

内乡的小农水
□本报记者成睿智通讯员付建军文/图

二胎生育间隔咋算？

基层卫生服务体系项目启动

信息集萃

确山电业局：
低电压改造为群众创造幸福生活

内乡县农民在水稻田浇水抗旱内乡县农民在水稻田浇水抗旱

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

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

议制度的批复》精神，8月27日，全

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

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

取了当前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的

汇报，研究部署了当前联席会议要

抓好的重点工作，审议了《国家农

民合作社示范社评定及监测暂行

办法（讨论稿）》。

会议认为，开展农民合作社

示范社的评定及监测非常必要，

对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将起到

重要作用，各成员单位赞同尽快

制定下发《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评定及监测暂行办法》。会议

强调，要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

不断推动工作机制创新，合力推

进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各部门

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抓好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民合作社的新

要求新部署的落实。联席会议办

公室要加强情况沟通和交流，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充分发挥好联

系和服务的作用。

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

席会议于7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由农业部牵头，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水利部、国家税务总

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林业局、

银监会、全国供销总社组成，负责

农民合作社重大政策调研、研究

提出政策建议、协调落实扶持政

策、制定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评定监测办法等。

（伊丽）

农民合作社将有评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