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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谁不爱好官！好官最爱

老百姓！

“看见老屋心里可温暖了，就

好像焦书记还在这儿。我只要活

一天，这老屋就不会拆。”兰考双

杨树村67岁的姚留学，为了留有

想头——焦裕禄曾经多次跟群众

商量生产的土屋，守候了半个世

纪。这个临街的老屋，棚屋顶的高

粱秆所剩无几，桐木檩条已经折

了。3月21日，姚留学告诉记者，

怕屋塌了，就用木棍顶着。如果土

屋拆了，就能盖临街商铺，但他坚

决不拆！

睹物思人，姚留学眼睛湿润

了：“过去俺村人吃不饱，出去逃荒

要饭。1963年3月，焦书记到俺

家和俺叔商量，种红薯能让群众吃

饱饭，要因地制宜。”

“焦书记生法运来红薯秧苗，

和群众冒雨抢种红薯。焦书记蹲

地上，双手刨出个坑，我负责往坑

里丢秧苗。焦书记说：留学，你丢

秧知道上下头不知道？我说我不

管这，那是你们种家儿的事。”

“晚上，俺叔吵我，你还敢和

焦书记顶嘴。我哪里想到他是县

官啊，穿着朴素，跟老百姓一样刨

坑栽秧。从那以后，我从心眼里敬

重焦书记。只要焦书记来这屋开

会，我就跑前跑后通知人。焦书记

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每年的清明

节，我都要带上红薯、花生、白蒸

馍，到焦书记墓前，让焦书记品尝，

说说心里话。”

“当官和群众一心才中，才是

好官。当官还不能怕吃亏。俺村

现在的吴书记就是好官。”姚留学

说的好官，就是吴青云。

1999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吴青

云被乡长请回老家双杨树村。此时

的双杨树，7年换了8任村支书。

双杨树村是焦裕禄当年树立

的“四面红旗”之一。1965年出生

的吴青云，从小听爷爷奶奶讲焦裕

禄的故事，焦裕禄精神在他幼小的

心灵里扎下了根。

“焦裕禄精神确确实实激励

我，正是焦裕禄在我心目中的位

置，让我回到了双杨树。”吴青云

坚定地说，“焦书记树立的旗帜不

能倒下！”

在吴青云的带领下，昔日的

“泥泥窝”村,如今变成了令人羡慕

的小康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一万

五六，在兰考名列前茅。

村民富了，和谐了，群众乐了。

“双杨树村因为走集体发展

的道路，被焦书记树为‘四面红旗’

之一。现在我们仍然按照焦书记

指引的道路，发展集体经济。我自

己挣钱是少了，但双杨树的精神又

回来了。”吴青云乐呵呵地说，“你

只要真正为百姓做一点点小事，他

们就会记你好长好长时间。”

永城挂面、麦客多休闲食品、丰庄枣干、

龙岗辣椒酱……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永城食

品受到省内外消费者的青睐。近日，记者来

到永城，感受农业产业化给这里带来的变化。

小麦深加工产业链的“裂变”

作为全国商品粮基地和国家小麦生产、

良种繁育基地，在永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产粮不卖粮”，意思是不向外地销售原粮，而

是以面粉加工为主，延伸多条产业链。如今，

永城市仅面粉加工企业就有147家，年设计

加工能力达40亿公斤。这些面粉企业又整

合为河南汇丰、河南华星、河南三顺、河南远

征、河南金源五家大型面粉集团。其中河南

华星面粉集团2013年实现产值33亿元。

面粉加工会产生麸皮，于是有了饲料加

工业；有了饲料，养殖业也跟着兴旺起来；养

殖业的兴旺，又带动肉制品加工业的发展。

就这样，永城市小麦深加工的产业链不仅越

拉越长，而且产生了“裂变”，由此形成的粮

食、肉类、酒品三大精深加工业成了当地响

当当的特色产业。

近年来，永城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农业产业化集

群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立足永城现有农

业资源优势和农业产业发展现状，采取有力

措施，强力推进面粉食品产业化集群培育工

程，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全市初步形成

了“基地支持、龙头带动、流通服务、特色高

效”的农业产业化集群发展格局。

拉长产业链 打造产业园

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永城市已形成了以

“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为主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以合同制和合作制为主

要利益联结方式，下转第二版

扶贫新机制解读扶贫新机制解读①①

昨日，记者了解到，即日起，省人力资源

市场面向全省公开招募100名水手和厨师。

据了解，本次选招80名水手，面向年

龄18~25周岁初中以上学历的男青年，身

高1.65米以上，符合国际船员体检标准；20

名厨师则要求有一定的厨师技能，年龄在

18~35周岁。有意者可持本人身份证、学

历证，直接到省人力资源市场报名。经公

司体检、面试、培训合格后，均有机会直接

进入上海一家远洋运输公司工作。

报名地址：郑州市惠济区长兴南路19

号 电话：（0371）63985517

帮忙记者:杨青
电话：13673366267

小朋友，你想当小歌手吗？想体验拍

摄MTV的新鲜感觉吗？“何难帮忙”栏目

打探到消息，动画片《乡土童年红旗渠》现

面向全省征集“好童音”，只要你有一副好

嗓子，只要你想通过歌声传递正能量，就

赶快报名吧。

26集纯真年代动画片《乡土童年红旗

渠》由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品，河南漫画

时代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描述了上世纪

60年代修建红旗渠时，林县几个童年小

伙伴之间发生的温暖、友爱的故事。该

片从立项之日起，就得到了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被列为全省重点

文化项目。

该片主题曲《银河·天河》采取合唱形

式，合唱团歌手名额限定80人，制作方现

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合唱团小歌手。小

朋友既可个人报名，也可通过学校集体

组织报名。本次活动完全公益，不收任

何费用。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4月10日，报名

电话：0371-66291113。

帮忙记者：李相瑞

电话：18837106029

本报讯（记者田明）3月21日，省教育

厅下发通知，要求禁止在中小学幼儿园内

吸烟，严格限制在高等学校内吸烟，并建立

禁烟工作长效机制。

凡进入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任

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律不准吸烟。

校长是学校禁烟第一责任人，不但要率先

垂范，还要认真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加

强学校治理，完善禁烟措施。同时，所有高

等学校建筑物内一律禁止吸烟，也不得设

置吸烟室，在醒目位置要设置禁烟标识和

学校禁烟监督电话。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河南经济社会事业快速

发展，民生得到显著改善，贫困地区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我省

的大别山区、伏牛山区、太行深山

区、黄河滩区一些农村仍然没有摆

脱贫困面貌，生产生活条件仍然较

差，同全省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

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强力推

进大别山区、伏牛山区连片特困地

区和太行深山区以及黄河滩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这也是当前我省

扶贫开发的工作重点。

到 2013 年底，我省仍然有

82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

十分之一。省委、省政府确定，

2014年要实现120万农村贫困人

口稳定脱贫。

具体措施：一是深化改革，创

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包括“改进

贫困县考核机制，建立精准扶贫工

作机制，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

改革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机制，

完善金融服务机制，创新社会扶贫

参与机制”等六个方面。

二是加大专项扶贫力度，重

点对1000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

进扶贫开发，对5万深山区贫困群

众和具备条件的黄河滩区贫困群

众实施扶贫搬迁，对20万贫困地

区劳动力实施“雨露计划”培训，全

面实施好增收到户扶贫、科技扶

贫、产业扶贫、外资扶贫、彩票公益

金扶贫、互助资金扶贫等扶贫措

施。目前，第一批中央、省财政扶

贫资金14亿多元已下达到市县。

三是针对制约贫困地区发展

的瓶颈问题，突出抓好“村级道路

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危

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

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

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等十项

重点工作。

四是实施精准扶贫。在进一

步摸清贫困农户、贫困人口现状、

致贫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

施到村到户到人帮扶机制，使贫困

户、贫困人口有人帮、有钱帮、有项

目帮。

五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

贫。进一步做好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定点扶贫工作，鼓励引导社

团、群团、民间人士积极参与扶贫

事业，发挥更大的社会扶贫力量。

六是发挥好三个主体作用。

通过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发挥好贫

困群众、县级党委政府主体、省直

市直部门“三个主体”作用，特别是

要发挥好贫困群众主体作用，不断

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实现脱贫致

富，进而实现全面小康，阻断贫困

代代相传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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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6版信用卡套现威胁财产安全

让危险文具远离孩子 3版

8版农大“学霸”的成长之路

灵宝市城管局环卫女工孟秋艳
清扫道路19年 拾金不昧人称赞 2版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侯博
通讯员姚坤鹏杨风李蒙

永城：产粮大县的循环经济路

编者按：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对我国
扶贫开发工作作出战略性创新部署。今后，我省将如何落实
好国家出台的扶贫新机制，用好新政策，怎样切实提高贫困
劳动力综合素质和自我发展能力，阻断“贫二代”？本报从今
日起开设“扶贫新机制解读”栏目，逐条为读者解析。

创新机制
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近期，我省牛肉价格居高不下。据3

月12日相关部门监测统计，全省牛肉平均

价格为 29.34 元/斤，较去年同期上涨

10.51%。按理说，牛肉价格高，肉牛养殖

场户也应收入颇丰。然而，记者通过调查

采访得知，最上游的肉牛养殖户却没尝到

甜头，养牛利润在减少，有的甚至亏损。不

少养殖户呼吁：政府应尽快出台母牛养殖

补贴，加大肉牛养殖扶持力度。

3月14日，记者在郏县采访时，郏县帅

华食品厂负责人宋三告诉记者，目前郏县

牛肉食品加工厂几乎全部停产。为保障

该县回民日常消费，该厂才勉强维持继续

经营，每天肉牛屠宰量已由过去的六七头

减少至现在的两三头。他所经营的饭店牛

肉销量也大幅降低，每天销量仅有200斤

左右。

“现在卖牛就赔钱，而且还不好卖，我

真快愁死了！”郏县肉牛养殖大户李全民如

是说。

科尔沁南阳公司相关负责人董应臣

说，肉牛养殖效益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牛犊、

架子牛价格上涨和肉牛收购价格降低。

据了解，目前肉牛出栏售价在13元/

斤以上才有利润，而自去年10月以来，肉

牛市场收购价始终在12元～12.5元/斤之

间波动，而在去年同期，我省肉牛收购价格

在14元/斤左右。也就是说，现在每卖一

头牛就要亏损500元～1000元。

目前，刚满月牛犊价格为3500元左

右，三月龄架子牛价格为5500元左右。我

省不少肉牛养殖场户为买到低价位的架子

牛，甚至远到新疆、云南等地方进行求购。

近年来，由于架子牛收购困难和育肥

效益减少，广大肉牛养殖场户养殖积极性

明显降低。省畜牧局相关资料显示，我省

2013年年出栏1～9头散养户较2012年

减少6000多户；年出栏10～100头养殖户

较2012年减少1568户。过去，郏县全民

肉牛养殖场存栏肉牛从未少于200头，现

仅存栏110头。邓州市肉牛养殖大户王士

荣以前最大存栏量为1400头，现在存栏肉

牛不足200头。

李全民、王士荣等人告诉记者，现在许

多养殖场户都在观望，希望有关部门出台

母牛养殖补贴和加大肉牛养殖扶持力度。

否则，他们很可能会放弃肉牛养殖。

如果您对肉牛养殖有哪些意见和建

议，请和本报联系，我们会及时反馈给相关

部门。

帮忙记者：孙高成

电话：13503864676

肉牛养殖急需加大扶持力度
牛肉价格居高不下养殖户没赚反亏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张成智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赵川

百姓谁不爱好官

来自兰考的报道

动画片寻找好童音
想当小歌手快报名

想当水手吗？快来报名!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宜阳县上观乡

梨树沟村农民宁少斌眼下成了村里的名

人，由他精心创作的4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

《乡歌》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1981年，高考落榜的宁少斌回家务

农。劳动之余，酷爱文学的他，开始文学创

作。2007年，宁少斌动笔创作长篇小说

《乡歌》。经过多次修改，2014年初，这部

长篇小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小说《乡歌》通过对凤凰山农民的生存

状态、生活爱情、精神追求的描写，反映了改

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山

区农民从贫穷、愚昧、落后，一步步走向富

裕、进步、文明这一漫长而又光辉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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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内黄县群众在一片盛开的杏花中拍照留影。随着气温回暖，市民纷纷走出户外踏春赏花，感受春天的气息。刘肖坤摄

内黄内黄：：留影留影““花花花花””世界世界

进了学校，
您就别抽烟了

宜阳农民宁少斌
出版长篇小说

本报讯（记者田明）本周，我省光照充

足，降水偏少。3月24日，省农业气象专家

提醒农民朋友，各地需注意关注墒情变化，

旱情持续的地区应抓紧时间浇水。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各地应因地制

宜，做好分类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采取配

方施肥，并及时浅锄松土，以增加土壤透气

性。我省冬小麦将陆续拔节，杂草生长加

快，应及时中耕除草或喷施除草剂。

本周降水偏少
小麦保墒勤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