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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黄河滩里栖“金凤”转型发展新能源

县市来风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李俊彦李璐

汝州市临汝镇

民生工程让群众满意

新蔡农民何建党

网箱养出生态鱼

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村

梦想民间艺术团唱响新生活

长垣县苗寨镇

兰考县周庄村

办企业走富路

□陈泽军 范永丽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董伦峰

鹿邑县

“阳光信访”赢民心

邓州

启动“保护母亲河”专项检查

长垣县

“春风行动”暖人心

3月20日,新蔡县佛阁寺镇张康庄村农民党员何建党格外忙碌，他一边从河道网

箱里捞出大鱼上市，一边从育苗箱里筛选出白鲢鱼苗放入大网箱里。他家目前已发展

5个大网箱，水面达10多亩。何建党是张康庄村养鱼协会会长，在他的带动下，该村依

靠洪河故道的养殖优势，网箱养鱼已由原来的2个自然村发展到现在的6个自然村110

余户，利用网箱养出的生态鱼远销到河北、山东等地。 赵学风 摄

本报讯 近日，邓州市环保局

组织10个执法检查组，分赴30家

排污企业进行突击检查，该市“保

护母亲河”环保专项执法检查正式

启动。

执法检查采取明查与暗查相

结合、日常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

合、昼查与夜查相结合、工作日

查与节假日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辖区内刁河、湍河、赵河、运粮河

等河流两岸的排污企业和位于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源保护区

等周边工业企业进行拉网式检

查，重点检查排污企业环保设施

运行及污染物排放情况，联合上

游环保部门联防联控，确保地表

水断面水质达标和群众饮用水

水质安全。

同时，在市电视台公布环保

举报热线，畅通信访渠道，严肃

查处群众信访和投诉的环境热

点难点问题，切实保障群众的环

境权益。

（王中献 张书勇）

本报讯“接访零距离，办理

阳光化，解忧最给力。”鹿邑县信访

局为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不断探索

“阳光信访”路径，把信访工作打造

成密切联系群众的纽带，切实维护

了群众的合法权益。

一是视频接访。每个乡镇设

立视频接访室，并实现与县信访

局视频互通，群众反映问题，不需

要跑到县里，直接在本乡镇通过

视频就可以和接访领导对话。二

是电话接访。县信访局设立了县

委书记、县长信访专线电话，全天

候接听群众反映的问题、诉求、意

见和建议。三是网络接访。开通

了鹿邑信访网站，为群众更多地

通过网络平台反映诉求、提出意

见建议、查询办理情况提供便

利。四是绿色信箱。邮政部门除

按照要求免费投递群众来信外，

县信访局还在各乡镇设立信访信

箱，整理归纳群众诉求，及时交

办、督办。

据统计，今年1至2月，鹿邑

县信访局通过“阳光信访”渠道，共

受理群众信访案件31件，其中现

场协调解决8件，自办10件，转交

有关部门办理13件，真正做到“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刘艳杰）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

滑雁鸣 张宗桥）“以前在外地工

作非常辛苦，通过这次‘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会，俺和一家酒店签

了合同，工作和照顾家庭两不误，

比出去打工强多了。”3月21日，

刚刚找到新工作的长垣县芦岗乡

刘莉莉激动地说。

近日，长垣县针对本县就业

形势严峻和部分企业用工出现缺

工的现象，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举办了以“搭建供需平台、促

进转移就业”为主题的“2014春

风行动”农民工专场招聘会，为各

类农民工及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了

及时有效的就业服务。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组织

参会企业132家，提供就业岗位

3200余个，岗位涉及会计、销售、

餐饮、加工等多个行业。截至目

前，共有6000余人参加了此次招

聘活动，实现就业1300余人。

3月的阳光格外明媚，记者来到兰考

县南彰镇周庄村采访。

2000年以前，周庄村人均收入不足

3000元，村里没有一家企业。看到与周

庄村相邻的山东庄寨板材企业发展得那

么好，好多人都买了小汽车，村民非常羡

慕。“人家能办厂，我们为啥就不能办厂

呢？”中不中，干干看！周庄村支部书记

蔡现禄多方筹资200万元建起了广路木

业有限公司，成了村里第一批富裕起来

的人。由于企业发展得好，村里几户群

众找到他说也想办厂。蔡现禄为他们筹

资金、上项目、找销路，先后创办股份制

企业 5 家，如今这几家企业年产值达

7000万元以上。

2007年蔡现禄当选村支书，上任之

初，他就暗下决心，要像“村官”李连成那

样，不怕吃亏，一心为民。蔡现禄和“两

委”一班人理出了周庄村靠工业发展的思

路，帮助村民“换脑子”；制定了村民办厂

的帮扶措施，帮助村民“跑路子”；成立了

板材加工协会，帮助村民“出点子”。在村

“两委”的带动下，村民又先后发展木制品

加工厂10家，投资额都在500万元以上。

厂多了，但“个头”都不大。周庄村

“两委”寻思其中的原因，认为还是由于外

部环境不够好。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

来，他们大手笔规划建设了占地500多亩

的“苏周创业园”。园区建好了，他们多次

北上京津唐、南下沪宁杭，向在外老乡宣

传兰考的板材资源，和当地老板讲兰考的

优惠政策，谈周庄的发展远景，饿了啃一

口干馍，渴了喝一口凉水。在周庄村“两

委”的诚心打动下，投资2500万元的“百

旺”纤维素厂、投资2000万元的高档实木

门厂、投资1800万元的言鼎门业等5家企

业相继落户创业园。目前，“苏周创业园”

已有企业13家，实现年产值6.5亿元，吸纳

劳动力1200多人。

群众富了，对生活条件要求更高了。

村里修了学校、建了幼儿园、修建了集贸

市场、盖起了老人娱乐室、成立了腰鼓

队。现如今，周庄村路好走了，学生上学

不难了，买东西不用再跑远了，农业生产

条件好了，群众精神生活也丰富了。

现在，这个仅有1600人的村子，大型

板材加工企业就有15家，村里的企业吸纳

劳动力达2500多人。全村在外经商的多

达400多人，全村拥有小轿车350多辆，成

了县委、县政府命名的“新农村建设先进

村”、“发展工业经济先进村”。

一个乡村表演团队，取名为“梦想”，折

射出时代生活的愿景。

一支由农民自发组织的乡土艺术团，把

社情民生鲜活生动地演绎在了说唱中，把农民

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唱响在这广阔的乡村。

日前，笔者来到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

村，与十里八乡的村民一道欣赏了一场富有

浓郁乡土气息的精彩演出。因为梦想民间

艺术团，这里成为陈淋子镇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文化的一个亮点；因为梦想民间艺术

团，这里每逢周末都吸引着村里村外的百姓

前来观看文艺演出。

走进陈淋子镇孙滩村文化大院，只见姑

娘们担着花挑跟着音乐起舞，而艄公划桨引

船的情景则活灵活现，生动有趣。取材于农

村生活实际，通过艺术加工呈现的一个个节

目精彩异常，引得前来观看的群众笑声不

止，掌声不断。

据了解，梦想民间艺术团是2013年11

月应乡亲们的提议，在孙滩村村委会的扶

持下，由63岁的老党员陈庆华领头创办

的。艺术团陈团长介绍说，办这个土音、土

调、土味的艺术团除了丰富大家的业余生

活，也想通过自编自演的节目让在外打工回

来的年轻人看到家乡巨大的变化，更重要的

是要把老一辈流传下来的打花鼓、跑旱船、

玩花灯等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短短4个月的时间，孙滩村民间艺术团

创作、整理出了《献花》《十里》《十好》等十几

个唱词节目。70岁的老艺人李纪言是这个

艺术团队的核心人物，他能见景生情，即兴

发挥，幽默诙谐。李纪言老人介绍说，从改

革开放到农村免去皇粮国税，从孩子们的义

务教育到新农保、新农合，再到美丽乡村建

设，中国梦、中原梦等，都是我们创作表演的

内容和源泉。

14岁的江珍珠，是这个团年龄较小的

一个队员，她俏皮地说，周末完成了作业就

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排练节目，我喜欢这个团

队，有趣。46岁的许圣群是这个团队里的

活跃分子，一干完家务活，她就会来到村文

化大院参加彩排。她说：今后农村文化娱乐

活动丰富多彩起来了，我们的农村，那才叫

真正的漂亮！

艺术团从今年农历正月初二正式演出

以来，大大小小进行了几十场的演出。现在

他们的行程也安排得满满当当的，每个月村

里有娶媳妇、盖新房、搬新家的都邀请他们

去演出。村民李大姐说，他们艺术团里的人

玩得开心，我们看得也开心。以前我们有时

间几个人时常聚到一起打麻将、玩扑克牌，

现在知道他们在哪演出，只要不是太远，都

要撵着去看的。

3000多人口的大村，需要文化娱乐，也

离不开文化娱乐。孙滩村党支部书记王文

喜说，孙滩村的锣鼓声响了，麻将声少了，这

对于填补农村文化的匮乏和单调是一个很

好的开端和引领。

3月18日，在汝州市临汝镇

政府院内，一早赶往乡里办事的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孙丙云就跟熟

人唠了起来：“去年大旱没水吃，

看到邻村的饮水工程很方便，决

定在村里动员筹资，群众没有不

同意的，看来我们吃上自来水的

愿望也快要实现了。”

孙丙云津津乐道的就是上三

张集中供水工程。临汝镇上三张

饮水安全工程是临汝镇2014年

拟办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该工

程涉及庙张、狮子张、孙庄、武庄

等6个行政村，受益人口1.2万，

是临汝镇最后一批农村饮水安全

项目。这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一

件大难事，难就难在工程范围广、

涉及面大、群众个性需求多。

怎样才能把镇里的惠民实事

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临汝镇政

府首先想到的是，以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用

群众工作方法推进政府工作落

实，依靠群众支持参与解决实际

问题。

顺应民意，由民做主。该镇

党委明确要求，民生工程一定要

让群众受益，建什么、怎么建，不

让干部替民做主，必须由群众说

了算，让群众自己做主。通过一

个个群众恳谈会、一次次入户走

访，上级的设想、干部的思路与群

众的意愿在促膝交谈中达成一

致。镇水利专干闫胜利说：“根据

村组群众情况，哪个村工作到位

先从哪个村开始，哪条街筹资到

位施工推进到哪条街，哪户群众

积极参与先行供水到家。”

形成制度，持续推进。为建

立常态化服务群众工作机制，该

镇政府实行民情日志，规定包村

干部每周入村两天以上，走访群

众，听取民声，汇集民意，对群众

急需、想干、期盼的事情上报汇

总，由村“两委”按照“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确定办理事项，而后镇

里统一平衡，结合上级政策资金

计划，统筹安排民生工程投资规

模和实施范围。

服务群众，干部带头。临汝

镇建立党员干部“双联双带”制

度，科级干部联线带村，机关干部

联村带户，对群众申请的事项，个

人和单位可以自行解决或协调落

实的，由干部或帮扶单位负责承

办；需相关单位统筹解决的，由镇

党委、镇政府责成职能部门专办；

难以在本级解决的问题，由镇里

逐级汇报向有关领导协调督办。

镇党委书记李充国说，实行首办

责任制，“谁的孩子谁抱”，把责任

主体具体化，一对一抓落实，直到

群众满意为止。

截至目前，临汝镇已开工设

施路、水、电等民生工程7个，完

成投资130万元。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桂焱炜 李根立

群众路线在基层

长垣县苗寨镇地处黄河滩区，耕地

面积3.7万亩，该镇利用区位条件挖掘潜

力，兴起了肉牛、肉羊养殖业和以食用菌

为主导的高效种植业，同时，农业秸秆和

养殖业的粪便排放问题也得到合理有效

处理。近日，记者到苗寨探访其中的秘

密。

天蓝水清
环境治理藏“天机”

刚到长垣县苗寨镇政府驻地，记者

就迫不及待地寻找该镇环境治理的“秘

诀”。该镇镇长杨济茂道出了“天机”：

“去年我们引进的中海油生物质清洁能

源项目已经开始生产了。该项目主要利

用新技术和新设备将秸秆等‘垃圾’中的

有机物质吃干榨净，产出清洁能源——

天然气和有机肥，而且项目本身零污染

零排放。没有了‘垃圾’和排放，环境自

然就变好了。”

原来，该镇招商引资的中海油生物质

清洁能源项目（以下简称中海油项目）已经

开始生产沼气，进而提纯为天然气。原材

料是秸秆、动物粪便和污水污泥等垃圾。

这些垃圾中的有机物质含量很高，恰恰成

了生产沼气的绝佳原材料。这样一来，苗

寨辖区及周边乡镇的秸秆、养殖场产生的

动物粪便都变成了“宝贝”，农户不再因秸

秆无处堆放而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养殖

业主也不再为粪便处理问题头疼。“这不，

污水处理厂也成了我们的‘客户’，前几天，

刚刚处理了500吨污泥。”中海油项目负责

人王永刚介绍说。

变废为宝
增收致富有新招

“该项目的投产很大程度地带动了农

民增收和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杨济茂

说。

去年秋季，该镇韩寨村年近60岁的张

守珍夫妇挣了不少钱。

在农业机械化已经普及到各个角落的

今天，玉米收获的季节，农户却不再繁忙，

张守珍老两口自然也成了闲人。当听说中

海油项目收购秸秆时，他们就骑上自家的

电动三轮车，将别的农户丢弃的秸秆运送

到项目部卖掉。“真没想到，以前没人要的

秸秆现在也能挣钱，一季儿下来，挣了近

6000元呢！”

县农机局则是组织了全县范围内的农

机专业合作社参与收购秸秆，但仍然满足

不了中海油项目对秸秆的需求。

采访中，马野庄村村民马山廷带着新

办理的农机合作社证件，来到镇政府咨询

合作社购机的相关优惠政策，正巧碰上记

者一行，杨济茂直接向其引见了中海油项

目负责人王永刚，双方当场达成了今年收

割秸秆的合作意向。

在当地农户的眼中，秸秆等废弃物已

经变成了“宝贝”。为什么农户都愿意把

秸秆卖掉，而不进行秸秆还田呢？村民马

茂振算了一笔账：以前收玉米，如使用大

型玉米收获机，每亩需要120元；如使用

小型机械，秸秆收割加上粉碎每亩需要

110元，不管用哪种机械，都需要把秸秆

再翻耕到地下，每亩需再投上40元。现

在，让农机专业合作社收割，秸秆卖给项

目部，每亩仅需100元，还负责将玉米送

到家。这样下来，除去人工每亩又节省了

五六十元不说，还避免了被埋地下的秸秆

滋生病虫害等问题，下茬小麦管理也省了

许多事。

环环相扣

循环经济显活力
走进项目现场，天然气提纯设备已经

正常运转，纯度为90%以上的天然气正在

经过压缩设备被压缩成液体，装罐后运送

至CNG（压缩天然气）加气站销售。二期、

三期工程紧接着上马。

“为什么赶这么急？”记者忍不住问。

“目前已经和两家CNG加气站达成了

供销协议。现在的工作重点是在保证施工

质量的前提下尽快赶工期，促使项目早日

全面投产见效。到时，将开展生活用气和

生物质有机肥的供应业务。”王永刚说。

该项目应用的是链条式循环经济发展

模式。一期工程投产，日产天然气2万立

方米，供应加气站销售。二期工程建成后，

日产气量增至8万立方米，全县乃至周边

县市的秸秆、动物粪便全部被有效利用，解

决苗寨、南岳等社区1万户居民和周边乡

镇村民的生活用气。沼渣被加工成生物质

有机肥供应给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三期工

程将回收生产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气体，加

工成产品进行市场销售，实现农业年增收

1000万元以上。

采访过程中，只要谈到中海油项目，看

到的是群众的笑脸，听到的是中海油人对

良好发展环境的感谢。正是因为有了良好

的发展环境，项目才能够顺利入驻并投产

见效，才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

更大程度地改善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