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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走镇平，无论是产业集聚区管理办

公室、重点企业的厂区门口，还是石佛寺玉雕

湾市场办公室，都悬挂着“检察服务企业办公

室”的牌子。一位企业负责人笑称，镇平县提

供“打、护、联”的三位一体全覆盖服务，优化

了环境，让前来投资的客商、企业老板、经营

商户吃了“定心丸”，来这里投资放心。

机制保障：打击让投资环境更优质

镇平一直把支持服务企业发展作为服

务大局、服务地方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检察

机关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更是义不

容辞。结合实际，多方调研，检察、公安、法院

联合制订“两卡四介入”办理涉企案件工作机

制实施方案，“两卡”即向企业发放“征求企业

意见卡”和“案件进展流程卡”，“四介入”即公

检法机关从“侦查、批捕、起诉、审判”４个阶

段提前介入。

今年3月，镇平县产业集聚区附近的五

里岗村刘某等人多次采取威胁、恐吓、殴打等

手段强行向集聚区内企业供应建筑材料，并

向附近的石雕企业收取管理费、治安费，严重

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检察机关决

定立即启动这一工作机制。公、检、法三方联

动，迅速出击，打掉了这一犯罪团伙，主要犯

罪嫌疑人被处以重刑。一位曾深受其害的

外地客商由衷地说：“镇平县的发展环境越来

越好，使我坚定了继续投资的信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凯张

红卫）“自从有了农家书屋，俺养猪轻

松多啦！”日前，汝南县板店乡冯屯村

的生猪养殖大户孙国伟兴奋地告诉记

者。

近年来，汝南县为全县281个行政

村建成了农家书屋，并通过文化、科技

等部门，为农家书屋配送了科技类、政

策法律类、生活类等实用图书和刊物，

仅2013年上半年，文化系统就为全县

农家书屋添置图书1.4万册，报刊756

份，有效满足了群众对农业技能、养殖

技术等方面知识的需求。

为进一步激发村民学习热情，提

高群众的学习兴趣和阅读效果，汝南

县经常组织农技专家进农家书屋开办

讲座，为广大群众传授农业信息和致

富技术。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镇利用农

家书屋资源，开展养猪、养羊、无公害蔬

菜栽培等培训班80余次，共培训1200

人次，帮助解决养殖、种植技术难题24

个。同时，通过14个农家书屋带动150

个农户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实现效益

500万元。

农家书屋不仅丰富了农村文化生

活，净化了农村的社会风气，同时也有

效带动农民群众解放思想、开拓思路，

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已经成了农民朋

友们科技致富的“淘宝小店”。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实习生唐银娜）近

日，三门峡湖滨区崖底街道岗上村的农家书

屋“火”了起来。村民在书本里寻找雨后管

理、科学施肥的农业种植技术。

记者在农家书屋图书阅览室里看到，登

记簿上满满记载着村民借阅的书名、时间。

57岁的张茂成是农家书屋的常客，他告诉记

者：“我种葡萄20多年了，一直想科学种植都

没有门路。自从有了农家书屋，经常借光碟

和书籍回家看，葡萄的栽种、施肥、防虫害等

知识都可以学到。之前两亩葡萄挣不到1万

块，现在科学种植了，年收入4万多块，收益

翻了几倍。”

岗上村南山农庄的范聪志说：“我经常来

这儿看有关烹饪方面的书籍。根据书本摸索

改良的红烧老鹅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吸

引了很多人去我那里品尝。”

据了解，岗上村农家书屋5年来已累计

投资35万元，共藏有3000多册图书，包含

农业经济、养殖天地、致富信息等方面的书

籍和讲座光盘、报刊等，同时建立了需求反

馈机制，及时添置新书，为群众了解政策法

规、掌握致富技能、促进创业提供了优质服

务。

本报讯（记者杨青）11月6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了解到，省委组织部、省人社

厅、省公务员局将在省教育厅、省工信厅、

省公安厅等11家单位开展公开遴选公务

员工作，面向全省公开遴选84名公务员。

据了解，此次遴选的范围和对象为全

省市县区、乡镇机关，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单位中已登记备案的担任科级正职以下领

导职务，或者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

务层次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或者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人员。省直机关设在省辖市

以下的单位，包括垂直管理单位、派出单位

等，符合遴选条件的人员也可报考。报考

人员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1978

年11月6日以后出生，两年以上公务员或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工作经历，符合拟

遴选职位所要求的专业和其他条件等。

遴选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11月11

日至11月15日，报考者登录河南人事考

试网，点击“公务员考试”进入网上报名

系统即可报名。遴选工作将按照笔试、

面试、体检、考察、公示、试用、办理转任

手续等程序进行，笔试考试时间为2013

年11月30日上午。

查看详情请登录河南省公务员局网

站（hngwy.gov.cn）或者河南人事考试网

hnrsks.gov.cn。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11月6日，首届“三苏

奖”全国书法展览在郏县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历时

15天。

今年2月，本届“三苏奖”全国书法展开始征

稿，6月30日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

区以及海内外的书法作品1.1万余件，涵盖了草、

楷、隶、篆、行等书法种类。经过评审委员会公开、

公正、公平评审，共评出311件作品参加此次展

览，其中优秀作品22件。

郏县是宋代大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

的归焉之地。改革开放以来，郏县高度重视文化

建设，努力把丰富的书法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

艺术成果，不断发展壮大书法队伍，有力地推动了

书法文化的普及、传承、繁荣和发展。

首届“三苏奖”全国书法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主办，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和中共郏县县委、郏县

人民政府承办，河南东坡酒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岗贾志琼）11月5日，记者

在舞钢市尹集镇南部山区采访

时发现，许多农户、“农家乐”饭

店都挂有“售原汁野山葡萄酒”

的横幅。当地群众自酿的野山

葡萄酒，价格不菲，却受到了外

地游客的青睐。

尹集镇苇子园村位于该镇

南部山区，大多数群众居住在方

圆十几里的沟沟岔岔里，与山为

邻。在村民张国安家，几个大小

不同的专用玻璃瓶里装满了酿

制成的野山葡萄原汁。他告诉

记者：“游客可以先品尝，品尝后

满意了就买，每斤50～60元，十

一黄金周期间就卖了 3000 多

元。”张国安说，他们村里70%的

农户都自酿了野山葡萄酒，总的

数量不低于2万斤。

村民何二毛今年酿制了

1500多公斤野山葡萄酒，他说：

“以前酿一些，作为走亲访友的

礼物送人。今年赶上野山葡萄

丰收，收购了3万多元的野山葡

萄来酿酒，预期收入10多万元。”

尹集镇宣传干事白东亮介

绍说，尹集镇南部深山区生长有

许多野山葡萄，今年野山葡萄长

势好，许多农民采摘后，都自酿

成野山葡萄酒，由于是野生、无

公害保健品，深受外来游客的喜

欢，销售形势极好。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

员杨明）以前手工织的毛衣，样

式过时了，不愿意穿，经过清洗

后，可以打碎做成被子。近日，

在固始县，旧毛衣“摇身一变”，

改造成被子的稀罕事不胫而走。

11月6日上午8时，位于该

县泉河铺镇街道的被子加工店

就聚集了不少等待的顾客，工人

们正忙着承接加工、翻新业务，

仅仅10分钟的工夫，废旧的羊

毛衫、毛衣、毛裤等毛织物经过

加工，很快就变成了一床漂亮的

太空被。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千家万户破旧过时的羊毛衫、毛

衣、毛裤等毛织物放着无用，弃

之可惜。固始县泉河铺镇“80

后”小伙王保全瞅准商机，经过

一番考察后，在镇上开办了第一

家利用旧毛衣加工太空被的被

子加工店，受到当地群众的欢

迎，现在每天能加工20多床太

空被，收入加工费近千元。

看着生意十分红火，王保全

脸上乐开了花。“现在周围乡镇

的老百姓，可喜欢来这儿加工太

空被了，一是家里面旧毛衣、旧

毛线扔了可惜，如果烧了对环境

会造成污染；二是通过废物再利

用也可以给他们节约一部分经

济开支。”王保全对市场前景充

满信心。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王永强 李丰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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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小伙王保全

旧毛衣打碎做被子
每天收入近千元

舞钢农民何二毛

自酿野山葡萄酒
一年收入十多万

另辟蹊径巧致富

我省公开遴选84名公务员
11月11日～15日网上报名

三门峡湖滨区岗上村

农家书屋铺出农民致富路
汝南农民

农家书屋“淘宝”忙

温县正是怀菊采收时

首届“三苏奖”全国书法
展览在郏县开幕

本报讯（记者林常艳）为更好地宣传、服

务“三农”工作，充分发挥河南日报农村版服

务“三农”主流媒体作用，11月5日，本报

与省委农办联合召开涉农厅局宣传工作

座谈会。省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安伟，省政

府副秘书长胡向阳及省农业厅、省扶贫

办、省水利厅、省移民办、省林业厅、省粮

食局、省畜牧局、省供销合作总社、省农开

办、省农机局等有关领导出席座谈会。省

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安伟，省政府副秘书长

胡向阳，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朱夏炎分

别致辞、讲话。

河南日报农村版是我省唯一一张面向

农村发行的综合性党报，是省委、省政府指

导“三农”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长期以来，

河南日报农村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

加大新闻宣传服务“三农”的力度，努力实现

新闻“三贴近”，增强报纸权威性、服务性，已

逐步成为我省最权威的中原“三农”第一报

和我省传达“三农”政策、传递“三农”信息的

重要载体。省长谢伏瞻，省委副书记邓凯，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刘满仓，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副省长王铁多次对河

南日报农村版报道作出批示，称赞河南日报

农村版服务“三农”、贴近“三农”，为促进全

省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繁荣作出了积

极贡献。

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各抒己见，认为河

南日报农村版对“三农”工作的宣传报道专

业、全面、权威，对河南日报农村版在宣传

“三农”政策、推介典型经验、推动“三农”工

作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就进一步发挥

河南日报农村版主流媒体作用、服务“三农”

提出了宝贵建议。

省委农办常务副主任安伟，省政府副秘书长胡向阳，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朱夏炎出席

本报与省委农办联合召开涉农厅局宣传工作座谈会

11月6日，在内黄县城关镇北张村，该县农机局技术人员在为农民讲解农业生产机械化技术。为加快农机新技术、新机具的推

广步伐，该县农机局利用农闲机歇时机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针对农民提出的农机技术问题进行现场解答。刘肖坤赵瑞敏摄

内黄农机科普大篷车来了

11月6日，温县武德镇徐堡西街村农民在采

收怀菊花。目前，正是怀菊花盛开采摘的季节，在

焦作市怀菊花产区，怀菊花竞相绽放，人们抓住晴

好天气进行采摘，田野里一片丰收繁忙的景象。

杨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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