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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开班，我省近一百名农民免费学习无人机操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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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版市民希望换回农村户籍

8版乡村爱情咏叹调

今日导读

乡党委乡政府土坯房里办公40多年 2版
叶县田庄乡

6版为贫困生募捐249双鞋
大二女孩范格瑞

“我们村是二类村，我的基础补贴从原来的每月

600元涨到现在的880元，如果年终考核称职还可

以再领264元的绩效补贴，这样一来，我每月可以拿

到1144元，工资一下子翻了一番。”近日，汤阴县菜

园镇城岗村党支部书记赵开民拿着工资册对记者

说。

今年以来，汤阴县对农村干部工资实行“结构补贴

制”，即由基础补贴和绩效补贴两部分构成。现任村支

书基础补贴不低于1100元/月，村委会主任及其他村

干部分别领取村支书基础补贴的80%、60%。村支书

基础补贴根据所在村上一年度确定的“一、二、三类村”

分别领取100%、80%、60%的基础补贴，绩效补贴按

基础补贴的30%计算。全县村干部月平均工资从之

前的555元到现在的1144元，实现了农村干部的收入

翻番。

提高工资待遇只是激励保障农村干部干事创业

的有效手段之一。今年7月 1日起，汤阴县在全县

298个村1529名农村干部中推行了“一诺两评四有”

激励保障工作机制，使农村干部队伍更加安心基层干

事创业。

“一诺”压担子受监督。该县要求各村级班子年初

结合本村实际，就村级组织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

服务群众、廉洁自律及自身建设等方面确定班子和个人

年度承诺目标，通过村务公开栏向全体党员群众长期公

开，接受监督。

“两评”抓落实重考核。 该县要求乡镇党委年底根

据各村级班子承诺目标完成情况，对照基层党组织“五

个好”标准，确定“一类村”、“二类村”、“三类村”作为发

放农村干部基础补贴的重要依据。

“四有”增活力强保障。有待遇,该县在拿出1000

多万元财政经费用于提高现任农村干部补贴；有前途，

对于优秀村党支部书记择优解决乡（镇）事业编制；有保

障，对于连续任职9年以上18年以下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村会计，离任后每月分别享受本村同职务

基础补贴的30%；有惩戒，对连续三年评为“后进村”的

村支部书记、连续两年评为不称职村干部进行组织处

理，对村干部被免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不能享受

离任干部补贴。

“村干部是一群特殊的群体，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

主要力量。我们就是要通过一系列详细的激励保障服

务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

性，为他们干事创业搭梯子，建舞台，最终实现带动群众

致富。”汤阴县委组织部负责同志说。

正在找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注意了，

11月4日，记者获悉，省教育厅等十部

门将联合开展2015届高校毕业生“新

梦想”就业创业公益帮扶行动，对象主

要以家庭贫困、身体残疾、少数民族、女

大学生等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为重点。

据悉，此次活动将面向2015届高

校毕业生，通过开展公益培训、专场送

岗、创业大赛等活动，服务我省高校毕

业生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更多数量

的创业。届时，将通过举办“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企业就业专场双选

会”、“河南省寒门学子毕业生就业专场

双选会”、“河南省女大学生就业专场双

选会”等系列大型省级招聘会和28场

省级毕业生就业分市场招聘会、130多

场高校校园大型专场双选会，搭建用人

单位与高校毕业生双选交流平台。

帮忙记者 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近日，洛阳市洛龙区太康路办

事处大东村的部分农民向记者反

映，2009年左右，该村先后有数百

亩耕地被“以租代征”的形式占用，

不开发，不施工，成片的上好耕地杂

草荒芜，垃圾成片，原本好好的耕地

变成了垃圾场。群众多次向办事

处、洛龙区举报，但是没人管。国家

明文规定，土地闲置荒芜三年要收

回，可这里的土地却一直荒着，该村

农民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加强对土地

的管理，如果不开发，就请把土地归

还给他们，把被占土地重新复耕，播

种粮食。

帮忙记者 杨远高

电话：13613842980

我大专毕业后，自己经营过几家企业，

也挣了一些钱。前几年村里改选时，被老

少爷们推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的位子上来。

既然当了这个官，就得对老少爷们

负责，我带着村“两委”班子多次考察

后，感觉依靠离驻马店市区较近的优势

发展观光旅游农业是一条很不错的路

子，就想发动群众搞葡萄园，先期就种

了600亩。

种葡萄这个事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啊，根据村里规划要求，需要流转其他

组的土地。当时的老百姓抵触情绪很大，

坚决不流转。当天晚上，我从家里拿上四

瓶白酒，找到那几个不理解的群众一起喝

酒。我说，老少爷们，咱魏庄祖祖辈辈靠

种植传统农作物的路子已经走不通了，作

为省级贫困村我们需要调整种植结构，彻

底改变我们过去的穷面貌。村里规划种

葡萄，你们想自己种可以自己种，不想自

己种也可把土地流转给别人种，在葡萄田

里做工，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同

时我也作出承诺，葡萄苗由我出钱买，技

术人员我去请，就算后来葡萄卖不出去，

我愿意赔偿大家损失。

几瓶酒喝完了，大家的心也顺了，最

后一致表态说：“萌，咱们今天喝酒交心，

我们知道你是真心给咱村的老少爷们办

实事，就冲你今天喝酒时说的这些掏心窝

子的话，你放心，以后爷们就跟着你干

啦！”

今年葡萄成熟的季节，俺村一下子热

闹起来，每天的采摘葡萄大军让村民们脸

上乐开了花。

我觉得，当干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

己是谁，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也是来自群众

中的一员，遇到问题多从群众的立场上想

一想，和群众坦诚交流，给他们掏心窝，他

们才能把咱当成自家人。你说大家都是一

家人了，还有啥事办不成的吗？

( 驻马店市驿城区诸市镇魏庄村党支

部书记 赵萌口述 本报记者 黄华 整理）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杨健 王静 宋艳丽

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公益帮扶行动启动

找工作的大学生看过来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 董豪杰）“俺农民

学开飞机，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11月

4日，在安阳举办的新型职业农民骨干培训

班的开班仪式上，郏县白庙乡下叶村的农民

雷二鸽看着眼前的植保无人机，满眼的新

奇。来自全省各地的近100名农民将在此

次培训班上接受为期15天的免费植保知识

与无人机操控培训。

此次培训班由安阳全丰航空植保科技

公司太行无人机飞手师培训学校承办。学

员将学习航空植保基本知识，无人直升机模

拟飞行、实际飞行操作及维护、调试、修理，

植保知识、用药理论等知识，培训班还要组

织学员到重点龙头企业参观考察。培训结

束后，对学员进行理论和时间考核，并颁发

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

参加此次培训班的新乡市平原区蒙

城村的农民牛红伟说：“以前我依靠地面

喷雾机喷施农药，一天最多能喷八十亩

地，看到利用农用无人机喷施农药，一天

一架飞机能喷施四五百亩，不仅效率高而

且喷施均匀穿透性强，效果非常好。无人

植保机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我非常看

好。”

安阳全丰航空植保公司总经理周国强

介绍说，通过植保无人机技术人员的培育，

逐渐实现农业植保服务向专业化、市场化迈

进，建立农业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打造植

保无人机跨区作业平台，提高农业植保效

率，增加从事植保服务的农民收入。

据悉，今年是我省实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的第一年，我省制订了《河南省

2014 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

案》，将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

作社骨干为对象，着力培养一支有文化、

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为

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

有力人才支撑。中央和省财政将安排专

项资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进行补

助。

让农民操控飞机洒农药

当干部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我1998年从周口卫校毕业后，先在周

营乡医院工作，2003年回到家乡王湖村任

计生专干。2010年，石槽集乡政府在各行

政村挑选、培养优秀的村支书候选人，在全

村党员、群众的公开选举中，我被推选为王

湖村支书候选人，不久接任村支书。

自从接任了村支书，我就注重和村民

沟通，了解群众的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的

探访，我发现村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路和

桥。于是我决定，把群众的出行作为头等

大事来抓，先修路铺桥。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县扶贫办、交通

局、发改委等单位的常客。不论阴天晴天，

我奔波于各个单位、部门，为村里争取开发

项目。几年来，电动车就骑坏了两辆。终

于，现在王湖村的道路一条条地变成了水

泥路，村子里几个出口也架起了一座座水

泥桥，自来水安装项目、沟渠清淤的农业开

发项目也相继落地。村民们再也不用像以

前那样蹚着泥巴出行了。

村容村貌改善了，我又将心思放在了

带领群众致富上。我多次外出考察，与各

地的土地流转大户交流、学习，最终将几百

亩土地流转给了临泉县的一家种植大户，

搭建了成片的大棚种起了反季节蔬菜和各

种药材。

我还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全

村群众种植西瓜、洋葱等经济作物。现在

王湖村的西瓜已经在全县打出了名气，而

西瓜一亩地五六千元的经济收入，也让村

民生活质量提高了很多。几年下来，村子

里小洋楼也一栋栋地建起来了，村民们的

生活水平明显提升了。

现在，我又在和雪荣面粉厂洽谈，计划把

村后的几百亩地也流转出去。协议达成后，

王湖村近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实现了流转。

其实群众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要有房

住有饭吃有衣穿有活干，他们所需要的就

是我以后工作要做到的，这条路即使再难、

再苦、再累，我也要一直走下去，这是我的

责任、我的感情、我的留恋。

（沈丘县石槽集乡王湖村党支部书记

赵留花 口述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崔丽 整理）

群众的需要就是我的工作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11月4

日，记者从漯河市召开的农村人

居环境百日会战工作会议上获

悉，该市将集中利用春节前3个多

月的时间，以“清干净、放整齐、建

机制“为目标，对全市农村垃圾、

杂物以及其他有碍观瞻物进行全

面清理，所有村庄实现无垃圾堆

放、无污水横流、无杂物挡道，日

常生产生活物品堆放规范“三无

一规范”标准。

据悉，“百日会战”活动从

2014年 11月 1日开始，到 2015

年2月10日结束，分为全面整治、

建立机制和督查验收三个阶段。

市督导组将根据活动开展的情

况，采取明察与暗访、定期检查与

突击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

各县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

督导检查，确保各个阶段的工作

按要求落实到位。

漯河市市长曹存正在会上提

出，“百日会战”由县区主导，乡镇

负责，以村为主，充分调动村民的

积极性，形成合力全面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在此基础上，全

市将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垃圾集中

清运、定期保洁长效机制，不断净

化美化村庄面貌，全面改善农民生

产生活条件。

漯河市

“百日会战”整治农村环境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实习记

者李振阳 通讯员晏乾坤）11月2

日，中央文明办“10月中国好人榜”

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上，潢川青年黄春刚、胡

阳海榜上有名，入选“见义勇为”类

好人。

9月3日晚，胡阳海和黄春刚

正在青岛市北区一家足疗店做装

修，突然听见女店主大喊“抢

劫”。两人连追4个路口将劫匪拦

下，走投无路的劫匪掏出匕首猛

刺。胡阳海“一手捂着肠子，一手

勒住歹徒脖子”，最终，他们合力

将行凶男子制伏。经医生检查，

黄春刚腋下中一刀，伤势较轻；而

胡阳海腹部刺伤长达25厘米，肝

脏刺伤4厘米。

黄春刚、胡阳海的壮举，在全

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更深深感动

了家乡人民。潢川县委、县政府

先后两次组织人员前往青岛探望

慰问两位英雄。两位英雄也被授

予“河南省见义勇为好青年”、“青

岛市见义勇为模范”、“信阳青年

五四奖章”、“信阳市五一劳动奖

章”、“文明市北人”、“市北区见义

勇为积极分子”、”潢川青年五四

奖章”、“潢川县见义勇为先进分

子”等荣誉。

潢川农民工黄春刚、胡阳海
荣登“中国好人榜”

洛阳市洛龙区太康路办事处大东村

数百亩耕地撂荒 农民盼复耕

赵萌赵萌

赵留花赵留花

好好的耕地变成了垃圾场好好的耕地变成了垃圾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远高杨远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