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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10 月16 日，由省教育厅、文化厅、财政厅举办的河南省交响

乐团“2014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专场音乐会在郑州市文化路

第三小学举行，400余名师生聆听了《波基上校》《天鹅湖》等世界

名曲。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系列报道之九系列报道之九迎通水 看南阳

10 月 20 日 14 时，丹江口水库水位

160.33米，滔滔丹江水蓄势待发，连绵的秋雨

给渠首增添了许多凉意，但工地上仍是热火

朝天的施工场面：渠首新村建设、通道绿化施

工等工作正紧张进行，挖掘机、推土机随处可

见，运送料物的大卡车往来穿梭，到处是忙忙

碌碌的施工人员。电力供应是工程顺利实施

的重要保障，本期记者就带您走进奋战在一

线的渠首保电人。

在渠首“风情小镇”的 施工现场，有几位

身穿橙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全副武装的电

力人员正对一配变台区电杆的横担、瓷瓶进

行加紧安装。他们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土，如

果不是身着特殊标志的工装，很难与工地上

其他的施工人员区分开来。

“进入九月以来，大家就一直坚守在工程

施工一线，‘保水质、迎通水’配套工程建设工

期紧，要求高，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电力保

障。渠首工程施工节假日不停，这清澈甘甜的

丹江水马上将从这里流向首都北京。我们的

工作联系着首都人民，能够为南水北调调水的

‘水龙头’建设出力，苦点、累点不算个啥。”九

重供电所支部书记张永峰表情里满是自豪。

据悉，渠首枢纽涉及九重镇5.6公里明渠

开挖、渠道边坡衬砌、五座跨渠公路桥、一座

倒虹吸、一个排水渡槽及工程配套建筑物，由

于该工程建筑物多，沿渠道两侧施工用电负

荷点分散。为合理配备供用电设备，满足用

电要求，急需架设一条总长约为9千米的10

千伏专线，安装新型节能变压器11台，预计工

程用电总负荷为3500千瓦。

迎通水、保供电工作开展以来，淅川县电

业局把地处渠首及渠道建设前沿阵地的九重

镇作为供电保障的重点，依托3条10千伏公

用线路和2条10千伏专用线路共同完成供电

保障；对重要线路、中线工程施工线路组织定

期线路巡视、计划检修，确保渠首及主干渠沿

线的各项工程顺利实施；各部门加强协同，全

力配合该县渠首陶岔村建设、内邓高速渠首

站出口等工程。物资公司做好施工物资保

障，安监和保电监察部做好施工现场安全监

督、配合县公安局打击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犯

罪；要求营销部、各供电所从严把关，对污染

企业环评手续不全的坚决不予报装，从源头

上做好保水质工作。

“电力部门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没想到我

们一个电话，就安排得这么具体，服务这么到

位，电力保障非常及时，非常感谢。”在施工现

场，一位项目负责人如是说。

内黄县马上乡八里庄村从事大棚生产已

有15年的历史，目前人均大棚面积2.5亩，人

均年收入远远超过2万元。该村今年39岁的

农民袁国志，不但在大棚生产经营上赚了钱，

还结了三门来自河北省的亲戚。

2013年，距八里庄20公里远的河北省魏

县张二庄乡的刘卫波、苏占杰和范国亭3个小

伙儿，因搭建彩钢棚来到了八里庄，袁国志是

他们在八里庄的第一个客户。3个小伙技术

好，为人实诚，袁国志也是憨厚有加，很快他

们之间就无话不谈。2013年6月，八里庄的

甜瓜销售达到了高峰，各种前来拉货的车挤

满了村西头的两个市场。有一天，苏占杰他

们送原材料的车被堵在了村外。一时无事可

干的3个人帮袁国志卖起了西瓜，范国亭见一

蛇皮袋西瓜就能卖200元，很是动心，袁国志

告诉他们：“就今天一天，家里收入2万元，10

亩西瓜能卖十多万元，秋后还能再种一季蔬

菜。”

3个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想想自己没日

没夜地干活，一个月收入只有4000元，因此

萌生了跟袁国志学大棚技术的想法，话一出

口，袁国志满口应承，保证他们一定能成功。

袁国志的淳朴，让这3个年轻人从心眼里感

动，他们改口叫袁国志“哥哥”，袁国志也正式

认下了远道而来的3个弟弟。

2013年冬天，范国亭在老家“东留固”建

了两个大棚，占地6亩，刘卫波和苏占杰在他

们老家“第六店”建了5个大棚共14亩，袁国

志骑着摩托车两头奔波，手把手传授技术。

刚进腊月，他就从八里庄的育苗基地给他们

定好了西瓜苗，西瓜成熟以后，拉到八里庄的

市场来卖，让人想不到的是，范占杰和刘卫波

的14亩大棚西瓜卖了20万元，让当地人十分

羡慕。到了秋季，3个年轻人的大棚和袁国志

种上了同样品种的蔬菜，袁国志通过电话指

导他们种植，省了很多时间。今年，3个年轻

人又在清丰县阳邵乡流转了30亩土地，要扩

大生产规模。

10月16日，在袁国志村西头的大棚里，

记者见到了刚卖菜回来的刘卫波和苏占杰，

他们正就辣椒管理出现的问题，向袁国志询

问，袁国志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

明，直到他们听明白为止。两个年轻人争着

告诉记者：“来八里庄搭建彩钢棚，认了一门

大棚亲戚，值！”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位于大别山腹地

的新县，是典型的深山县，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和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

坚县，受自然条件制约，当地农民缺少脱贫

路子。近年来，借助扶贫开发，新县激活发

展动力，利用内部和外部有利条件，克服困

难，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该县实际、具有山区

特色的扶贫开发模式。去年，全县生产总值

完成 89.98 亿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

2.28亿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7946元，县域

经济综合实力从河南省的倒数第一跃升到

第39位。

强化发展保障，是新县脱贫致富的关

键。通过部门帮扶、社会帮扶、救助帮扶相

结合，深入开展“1+1”扶贫助残济困活动，新

县组织50多名县处级领导干部、5100名乡

科级干部结对帮扶困难群众5300户，动员

社会各界捐赠款物2420万元，将1.9万名无

劳动能力、生活特别困难的弱势群体纳入城

乡低保、农村五保范围，改善贫困群众生活

条件，提高收入水平。利用新县交通区位优

势，自然资源丰富，又是河南省加工贸易梯

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等特点，坚持走出去、请

进来，深入开展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产业转

移，先后引进宾利皮业、华隆茶业等项目27

个，总投资41.5亿元，已发展成为新县工业

的骨干和支柱。

产业发展了，后劲增强了，才能真正实

现“稳得住、能致富、不反弹”。新县依托资

源优势，突出地方特色，大力发展健康、旅

游、涉外劳务三大支柱产业，放大扶贫效

应。仅涉外劳务产业，便可年创外汇7200

万美元，带动全县5.7万名群众脱贫致富。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长河）

“我家6.5亩耕地流转给天存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后，每年收入租金6500元，儿子儿

媳双双到大连打工，年收入8万元，我们老两

口农忙时在中药材基地打零工，每月可收入

近3000元，农闲时到本乡再生棉购销企业

务工，每月收入4000多元，现在一年的收入

顶过去的三年。是土地流转让我家收入翻

了好几番。”近日，商水县化河乡化庄村农民

化榔头高兴地向记者说道。

化庄村共有村民100多户，700多口人，

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过去，不管是种小麦，

还是种玉米，每亩纯收入都不超过 1000

元。年轻人因“土里头刨不出金娃娃”而外

出打工，留守的老人想在土地上做点文章，

但因思想保守，观念陈旧，缺资金、缺技术、

缺体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土地效益低一直

困扰着村民增收致富。2009年，周口天存现

代农业开发公司与该村签订协议，对近600

亩土地进行整体流转，成立天存中药材种植

专业合作社，从事中药材种植科研开发。协

议约定，开发公司不仅要让村民取得每亩

10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还要尽可能安排

45岁以上村民就地做工，并按技术含量高低

支付劳务费。

通过土地流转，全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从土地中分离出来，纷纷向二、三产业转

移。许多青年农民参加政府举办的职业技

术培训后，成为技术工、包工头等；一些中老

年农民农忙时到合作社园区务农，农闲时到

家门口企业当工人，实现了收入倍增，过上

了亦农亦工的“薪”生活。

10月15日，在确山县留庄镇2万亩富硒稻米生产基地，一台台水稻收割机轰鸣着往来穿梭，村民王群忙着把收割好的稻谷装

车。该镇2万亩富硒稻米生产基地位于薄山湖南干渠灌溉区域，可自流灌溉，因盛产富硒大米远近闻名，获批省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 本报记者 黄华 见习记者 王琦 通讯员 郑仰黛 摄

本报讯 (记者张菁菁）10月17日，“践

行核心价值观,文明河南做表率”主题实

践演讲比赛决赛在河南省电视台举行，来

自全省各市地的10名基层党员作为各行

业的优秀代表，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进入决

赛。

决赛现场，选手们从不同角度讲述了

自己和身边的楷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感人事迹，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

声。最终，来自周口的“北京好人”李高峰

及被网友们亲切称为“辛大侠”的安阳电

视台记者辛秀梅并列一等奖，王敏、吴海

娟获得二等奖，马俊平、王予等6名选手获

得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刘海波）

齐诵《南都赋》、举行祭拜盛典、参观张衡博

物馆、举办高端学术论坛，10月20日，南阳

用一系列丰富的活动纪念伟大的科学家、

文学家、发明家，世界地震科学的鼻祖——

张衡逝世1875周年。来自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河南省地震局的

专家教授及南阳市有关领导、著名作家二

月河、石桥镇群众共500多人参加了此次

活动。

张衡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研究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水平；创制了世界上第一台用

水力推动的大型星象观测仪器——浑天

仪，成为后世天文钟的起源；发明了世界上

第一架测定地震及方位的仪器——地动

仪，开启了人类科学探索地震的新纪元，被

世界公认为地震科学的鼻祖；研制出指南

车、计里鼓车等机械装置，被后人称为“木

圣”。

南阳举行
系列活动纪念张衡

“文明河南做表率”
演讲比赛落幕

本报讯 10月18日，郑州中原古玩城

广场热闹非凡，大华书画院庆祝建国65周

年暨第六届书画作品展在这里举行，一幅

幅精美的作品，令观赏者大饱眼福。

据大华书画院院长孙耀和介绍，这次

他们共收到1004名作者送来的参展作品

1125幅，其中不仅有省文联原主席马国强，

全国书协理事周俊杰参展，而且有朱忠宝、

张万庆等一大批老书画家积极参与。此外

还有北京、上海、天津等10多个省市区的

100多位书画家参展。据悉，本次展出将持

续5天。 （本报记者）

大华书画院
书画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

员孙晓飞）10月16日，从中央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传来消息，

许昌海关正式获得批复。这标

志着许昌市“大通关”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是许昌市外向型经

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今后，同

时拥有海关和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的许昌，将加快实现通关一

体化，推动外向型企业和对外贸

易大发展。

许昌市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于2012年2月正式获批，年底

前将正式挂牌运行。这为许昌

产品顺利走出国门以及国外产

品进入许昌开辟了更为快捷的

通道。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海

关均落地许昌，将有力推进许

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

行”的通关一体化模式，最大限

度地简化企业货物提离手续，减

小企业进出口成本。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

曹国锋晁燕）近日，记者从临颍县

获悉，该县纪委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转作

风、树形象，用“家”的理念，扎实做

好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

该县纪委坚持做到，凡群众

的举报信件，像“家书”一样对

待，做到“三必”，即每封来信必

拆、每个举报必录、每个问题必

看，达到群众来信登录率100%、

办结率100%；对主动来访的群

众，做到像对“家人”一样热情接

待，静下心来倾听、了解信访群

众的诉求；在处理群众信访案件

时，像对“家事”一样重视，做到

认真负责。

据统计，今年以来，该县纪委

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83件175

人次,其中来访48批140人次，

来信35件，按期办结率100%，成

功化解矛盾纠纷14起。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第五

届“华合论坛”的最后一项重点

活动——2014中国不锈钢行业

大会，10月17日至19日在宝丰

县举行，800余名不锈钢行业专

家和代表岀席大会。会上，宝丰

县共签约10个项目，总投资额

81亿元。

据了解，宝丰县近两年不锈

钢产业发展迅速，目前已入驻不

锈钢项目14个，总投资113.5亿

元，其中建成旭原不锈钢和宝隆

不锈钢两个亿元以上项目，在建

翔隆不锈钢、中原不锈钢等亿元

项目12个。2013年，宝丰县不

锈钢产业实现产值25亿元，以

翔隆不锈钢为龙头，涵盖不锈钢

上中下游产业的发展链条正在

形成。

在此次不锈钢行业大会上，

共有1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81

亿元。其中，宝丰县与佛山（湖

南）不锈钢商会等商会签署了4

个战略合作协议；与广东康纳国

兴不锈钢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署6

个不锈钢项目。这些项目涉及

高档不锈钢汽车用管、不锈钢回

收再利用等。

宝丰县签约10个不锈钢项目
总投资额81亿元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在第

十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即将

开幕之际，作为2014年郑州市

承接千亿级家居产业转移对接

洽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0月

17日，郑州家居千亿产业基地集

中奠基开工仪式，在登封市产业

集聚区亚力山卓(国际)家具集团

家居产业园项目现场举行，亚力

山卓、TATA木门等13个项目

同时开工，开工项目投资总额达

46.5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13个家居

项目，是郑州千亿元家居产业基

地第一批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

标志着登封打造郑州千亿元家

居产业基地又向前迈出了实质

性的一步。13个项目全部投产

后，预计可新增产值130亿元以

上，新增利税10亿元以上。

借势少林武术节

登封13个家居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

员崔丽 李涛）“以前办理低保

证、准生证这些证件，得自己县

里、乡里来回跑好几趟，有时候

找不到人更麻烦。现在好了，有

了便民服务大厅，有啥事干部主

动帮着就办了，真是太方便了。”

日前，在便民服务中心咨询问题

的沈丘县刘湾镇杜营村村民杜

卫明高兴地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该

镇以便民服务中心为切入点，创

新举措，着力优化便民服务软环

境，推行一站式服务。充分利用

便民服务大厅，基层站所入驻大

厅集中办公，倾力打造透明、快

捷、优质、高效的服务平台，解决

群众问事难、找人难、办事难的问

题；统一制作印有站所办事人员

姓名、联系方式、业务范畴的“便

民服务卡”，群众有事可先拨打电

话咨询，节省办事时间；根据一些

群众到镇或者县有关部门办事需

要来回跑浪费时间和精力的实际

情况，由站所集中办理群众事务，

最大限度地方便群众、服务群众。

坚守施工一线保供电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佰东怀庆

内黄县农民袁国志

大棚种植致了富 河北小伙儿来“认亲”
□本报通讯员袁礼堂李书廷李志红

确山县留庄镇 富硒大米获丰收

农民过上“薪”生活商水县
化庄村

新县 借力扶贫开发 激活发展动力

许昌海关申建正式获批

临颍县纪委

用“家”的理念接访群众

沈丘县刘湾镇

事务集中办 群众真方便

丹江口水库水位已达160.33米，丹江水即将流向首都北京,渠首电力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