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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72.5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落实
新乡市中院集中为农民工发放工资

200多名农民工
拿到780万元欠薪

今日导读

老张的养鸭经 3版

我省实施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工程
6版到2020年，每千名农村人拥有1.7名医师

本报讯 (记者宋朝 通讯员孟韶华) 昨

日，记者从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获悉，岁

末，2015年国家财政安排我省农业综合开发

的第一批财政资金150945万元已经拨付到

省并按计划下拨到项目区所在县市，全省

172.52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已落实到

位，按高标准农田每亩增产200斤粮食统算，

2015年，我省粮食有望持续增产。

作为产粮大省，2014年度我省争取国家

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21.8756亿元，比上

年增加1.8703亿元，增幅达9.35%。

按照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

2014年，我省农业开发实际完成土地治理项

目总投资34.68亿元，实施续建和新立项现代

农业园区项目2个，安排高标准农田土地治

理面积207万亩，超额完成了年初省政府下

达的200万亩目标任务。

2014 年，我省继续在 30个县实施农

业综合开发粮食增产科技支撑行动计划，

加大对项目区种粮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的

科技扶持力度，获得明显增产效果。夏粮

30个科技支撑项目县30个小麦万亩方，

平均亩产达到 538.2 公斤，比前三年平均

亩增产105.9公斤，平均亩增24.4%；农业

综合开发辐射带动905万亩土地增产，这

905万亩土地平均亩产480.1公斤，平均亩

增产 53.1 公斤。2014 年 9 月中旬全省

2014年农业综合开发“粮食增产科技支撑

行动计划”玉米现场测产在滑县项目区举

行，万亩方测产结果为每亩718.7公斤，超

额完成了省定目标。

除此之外，2014年按照省政府产业化集

群建设要求，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安排贷款贴

息项目36个，完成了4个龙头企业带动产业

发展和6个“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

实施计划编报和批复工作，一般产业化经营

财政补助项目295个，带动社会金融资本

9.09亿元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目前产业化经营财

政补助项目正在按照实施计划有序推进。

这些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目建成后，年可

新增产值137.9亿元，新增利税10.22亿元，

可直接带动农户91.32万户，带动基地面积

434.35万亩，新增就业3.3万人，使农民增加

收入29.66亿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15年农

业综合开发支出预算的通知》文件，2015年

国家财政安排我省农业综合开发第一批财

政资金150945万元。根据我省实际情况，

国家第一批财政资金全部用于高标准农田

建设，其中：安排中央财政资金25917万元，

用于2005年以前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提质

项目37.8万亩；安排中央财政资金125028

万元，用于2015年新建高标准农田134.72

万亩；合计安排建设高标准农田172.52万

亩，为全年20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提

供了资金保障。

据悉，国家财政一般每年安排两批农业

综合开发资金，都会在年初到位，根据往年的

情况，这些资金都能在当年取得收益。

作为乡镇党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

认真悟透对“五个为什么”的阐述，结合自身

的实际，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抓党建，

推动全镇各项事业的开展。

配强一个带头人。首先是选好党支部书

记。通过这次换届，党支部书记队伍得到了加

强，但党支部书记选拔培育工作永远在路上。

我们将注重在攻坚克难的工作中，考验、发现、

淘汰、选拔干部。在换届中虽然选上了，但如

果工作长期上不去，班子不团结，群众意见大，

经受不住实践检验的干部，坚决果断给予调

整。对于在工作中表现突出，想干事、能干事、

群众拥护的党员干部给予重点培养，适当机会

及时选入党支部书记队伍。其二，注重教育培

训。坚持利用党建活动日、以会代训等方式，

组织党支部书记学习法律法规、惠农政策、农

业科技等知识，提升综合素质，增强工作能力；

经常组织党支部书记外出学习，拓宽视野，强

化服务意识，形成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工作氛

围。其三，注重沟通服务。注重发挥党委副书

记党建具体责任人的作用，明确其党建的直接

责任，做到小事全权负责，大事及时汇报，党委

第一时间研究解决。

构建一个便民网。一是优化服务网络。

建立镇、村、组三级便民服务网络，完善服务

功能。在镇里设综合便民服务中心的基础

上，村里设便民服务站，组里设便民服务点，

组长兼任便民代办员，形成覆盖全镇的网格

化便民服务网络。二是扎实开展“三亮三评”

活动，通过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群众评党

员、党员评支部、支部评党委，将党员干部置

于群众的广泛监督之下，自觉接受群众评

判。三是创新服务形式。坚持把服务寓于发

展之中，引导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壮大农

村经纪人队伍。

推行一个工作法。要形成一套好的机

制，深化绩效决策机制，关键是深化拓展“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为确保“四议两公开”落

到实处，要突出监督体系建设这个重点，由镇

纪委书记牵头，机关部门负责人参与，各村监

委会参加，组成“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监督小

组，监督各村“四议两公开”执行情况，发现执

行不到位的及时指出，认真纠正，出现问题的

给予相应处理；严格村财镇管，加强对村级三

资账户的监管，对村级重大支出，必须经过“四

议两公开”工作程序，否则镇政府不予批准。

用好一个指挥棒。这个指挥棒就是科学

的绩效考评办法，说白了就是让村级组织明

白党委、政府的劲往哪使。下步将重点突出

党的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特色产业发展、秸

秆禁烧、信访稳定5项内容。建立绩效考评

办法。秸秆禁烧和信访稳定以日常台账为准

打分，人居环境整治每月一观摩，特色产业发

展和党建工作一年两观摩，实行现场打分，年

终根据绩效考评结果评出一、二、三等奖，给

予重奖，后三名通报批评。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贯彻中央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部署要求、落实从严治党责任的重大举措，也是巩固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夯实党建基础的重大举措。省委书

记郭庚茂日前指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县、乡党委书记的注意力一定要着重抓基层、打基础，使党委管党建、书记抓党建的责任落地生根，真正形成聚精会神抓党建、上

心用劲抓基层的浓厚氛围。

村级组织换届结束后，方城县委立即对全县557位新任村支部书记进行了培训，县委书记褚清黎亲自上课，向新当选的农村党支部书记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党课结束

后，方城各乡镇党委书记和各村党支部书记纷纷表示，要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和群众的期望。现将一些典型发言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以服务促党建 以党建促发展
□方城县博望镇党委书记 郭炜

12月28日，濮阳县鸿润花卉种植合作社的花农在包装刚采摘的鲜花。随着元旦的临近，喜庆的鲜花又迎来了销售旺季，该合作

社及时将培育好的俏销花卉投放节日市场，为即将到来的节日增添喜气。 赵少辉 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

景永利）“妥了，这回俺兄弟们都能

过上好年了！”12月29日，封丘县农

民工代表陈新庆从省高院院长张立

勇手中接过执行款时，难抑心中的

激动之情，他说：“都说判决容易执

行难，让人想不到的是12月3日判

决，今天就实实在在拿到了执行款，

感谢法院为俺们农民工着想。”

当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举

行第六次集中发放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执行款仪式，200多名农民工在

元旦前夕领到了一份来自新乡中院

的新年厚礼，拿到780余万元执行

款，陈新庆就是这些农民工的代表。

据了解，自2010年以来，全省

法院先后开展了五次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集中办理活动，共依法办结

此类案件23899件，为55608名农

民兄弟追回劳动报酬11.81亿元。

今年11月24日，河南省法院

系统开展第六次“拖欠农民工工资

案件集中办理活动”，新乡两级法

院迅速行动，并制订工作方案，目

前共受理各类涉及农民工工资案

件827件，审结759件，结案率为

92%，共为2142名农民工追回了

1700余万元，减免缓用45.3万元。

“新乡市在拖欠农民工工资案

件集中办理活动中，行动很迅速，

开展了宣传活动，中院副院长和基

层法院院长带队开展巡回审判，效

果很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张立勇说，“我们要用最快的速

度、最强有力的措施，让农民工足

额拿到劳动报酬，让他们受侵害的

权益及时得到维护，坚决打赢为农

民工讨薪这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程海舟）12月23日上午，南阳市卧

龙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涉

及农民工工资的追索劳动报酬纠

纷案件，经过法官与三方当事人沟

通，当事三方达成调解协议，农民

工代表顺利拿到应得的工资，合法

权益得到维护。

2012年 2月份至2012年 11

月份，原告王某等在被告程某承包

的工地上干活，工程完工后，被告

应支付原告工资16.1982万元，被

告就给原告打了欠条，后被告虽然

支付了原告一部分工资，但仍拖欠

原告6.8万元没有支付。原告经向

被告索要无果，将被告起诉到卧龙

区法院。庭审中，对于原告提出的

要求被告承认并基本上同意，由于

被告程某与列为被告的第三人卢

某部分工程未核算完毕，且有纠

纷，故一直拖欠农民工工资不还。

经过法院合议庭与三方协商调解，

由被告第三人先行支付原告工资，

再与被告进行工程核算。随后，三

方当事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卧龙区法院集中清理拖欠农

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

庆善告诉记者，这个案件能调解

成功，是因为农民工保存了欠条

等直接证据，法院才能依法调解

成功。因此提醒农民工朋友，工

作时要注意保存书面证据，比如

劳务合同、欠条等，法院就可以依

法判决。

本报讯 （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何京辉）

“坐出租车从丰泽苑小区到龙泉湖公园一般要

7块钱，现在2块钱就坐到门口啦，真方便。”12

月27日，在武陟县刚开通的1路公交车上，市

民孙女士高兴地说。当日，该县告别了无城市

公交车营运的历史。

据介绍，春节前暂时先开通运行的两路

车是对开的1路和2路，共投放公交班车15

辆，车票实行一票到达制，乘车票价2元，上车

投币。

本周我省气温起伏较大，周

初气温相对较高，周中后期受冷

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12月

29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农

民朋友，注意采取保墒增温措

施，保证冬小麦安全越冬，避免

发生冻害。

根据当前墒情及未来天气

预报，近期我省基本无降水，大部

分时间以晴天为主，有一次强冷

空气影响我省。周三、周四受冷

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周五开

始有所回升。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各

地要根据冬小麦的苗情和墒情

进行分类管理，可适量追施冬

肥，以保证小麦健壮生长。设

施农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尤其是周内将出现强冷空气，

做好设施蔬菜等园艺作物保温

措施，确保各种蔬菜、花卉的正

常生长。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韩涛唐媛媛记

者尹小剑）近日，记者在信阳市平桥区2014

年度小农水重点县肖王镇项目区建设现场看

到，十几台施工机械往来穿梭，近百名施工人

员紧张忙碌，一座座泵站雏形初现……“看着

这个泵站马上就要建起来，以后浇地也能用

上‘自来水’了，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啦！”肖王

镇刘湖村村民张全仁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区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将

重点实施2014年度小农水重点县、农村饮水

安全、中小河流治理、土地综合整治、千亿斤

粮食等10个项目，总投资达2.35亿元，较上年

增加14%。

“我们三户在焦作温县合伙

包地，种了300亩南瓜，没想到

行情不好，卖不上价钱。”12月

26日，延津县丰庄镇秦庄村村

民秦光江拨打记者电话求助说，

“今年南瓜收购价是3毛一斤，

但是现在还有50多万斤销不出

去，哪怕是2毛钱出手卖给养殖

场当饲料也比堆在地里强。”

秦光江告诉记者，原本销售

南瓜种子的公司失去联系，人去

楼空，丰收的几百亩南瓜没了销

路。目前，由于天气寒冷，滞销

的南瓜已经被冻坏不少。“去年

南瓜行情不错，本想着今年带领

村里的人一起致富，没想到竟是

这样的结果。”

读者朋友，如果您有收购意

愿或者能提供销路，请与帮忙记

者联系。

帮忙记者马丙宇

电话：15036616688

农民工凭欠条起诉，南阳市卧龙区法院成功为
其维权，法官提醒农民工——

注意保存证据 合法维权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
小麦保墒增温防冻害

50多万斤南瓜求买主

策划：韩嘉俊 统筹：任爱熙 执行：李相瑞

电话：0371-65795728 15903991239

QQ群：74387297 微信：hnrbncb

邮箱：henanbangmang@126.com

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开
栏
的
话

2015年首批中央财政农业开发资金15.09亿元拨付到位

信阳市平桥区

2.35亿整修农田水利

武陟县城公交车开通

元旦到 鲜花俏濮阳县

冬季宝宝捂太厚
小心“中暑”找上门 7版

延津县秦庄村秦光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