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7日，陕县店子乡杨家河村迎来

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66岁的潘成才，

起了个大早，小心翼翼地将身份证翻过来

翻过去看了几遍，他终于可以拿着属于自

己的身份证，去车站买票坐火车回洛阳老

家了。

自从干什么都实名后，潘成才是不敢

出门的,因为没有身份证总怕查,怕惹麻

烦；潘成才也是不可能坐火车的，因为没有

身份证票都买不了。今年不同了，在县纪

委的协调下，2014年 10月份，公安部门通

过多方查证协调，潘成才终于拿到了“迟到

的”身份证，新农合参保、社会救助等一系

列难题迎刃而解。

1949年5月出生的潘成才，在上世纪70

年代，因父母先后离世，独自一人，依靠打零

工，辗转到杨家河村落户，但因种种原因，一

直没有身份证。

2014年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中，陕县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被确

定联系帮扶店子乡杨家河村，当他们了解了

情况后，及时协调公安机关，使潘成才终于拿

到了身份证。

店子乡位于陕县东南部，是距离县政府

大约70公里的杨家河村地处店子乡的北部，

是店子乡最偏远的行政村，是有名的“三难

村”，即行路难、就医难、上学难。前些年，实

施道路“村村通”工程时，杨家河村就因距离

遥远，山势陡峭，修路投资巨大而一再搁浅，

杨家河村也就成了全乡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

行政村。

当县纪委领导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

将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搭建平台，与县交通

局等相关部门多次沟通协调，多方奔走争取

项目资金，投资45万元把该村8.4公里沙石

道路于去年9月底改造完成。

杨家河村地处深山区，农闲时节群众无

所事事，打牌赌博现象不时出现。县纪委多

方筹措资金18万元，对原小学10间教室进行

翻新改造，建成文化大院。

张家庄组和后河滩组160多口人，由于

自来水管网老化瘫痪不能使用，群众又无钱

维修，只能靠肩挑车拉吃水，纪委领导又坐不

住了，他们决心解决吃水难题。很快，5000米

的PE塑料管运到了施工地点，他们组织群众

加班加点拆旧换新，去年8月中旬，160多口

人的饮水问题得到了解决。

该村没有卫生室，群众看病就医一直是

个老大难问题，头疼脑热都要跑到几公里外

就医。县纪委协调县卫生局，建立村卫生室，

聘请医生到该村定期坐诊。

村民们说：“以前我们光知道纪委是抓贪

官的，现在我们看见纪委的人可亲了，有啥困

难给他们一讲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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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

养殖合作社
抱团谋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 通讯员马媛姝）

1月31日，荥阳市6家养殖专业合作社发起

组建的郑州众欣农牧服务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挂牌成立。

据了解，郑州众欣合作社联合社由荥

阳市王村镇韩村、荥阳市三润、荥阳森达、

荥阳天源、荥阳袁庄、荥阳市丰泉6家养

殖专业合作社和郑州康达农畜产品流通

专业合作社组成，今后将采取统一采购生

产资料降低养殖成本，实行畜产品加工与

畜禽养殖订单生产提高抗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

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2日，记者从

省商务厅了解到，2015年，我省将建设中部

电子商务港，使电子商务成为河南商贸领

域新的增长点。

据介绍，今年，我省为加快电商发展，

将建设中国中部电子商务港，实施统一规

划管理，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吸引电商

企业集中布局、集群发展，打造电商发展新

高地；建设省级商务公共服务主平台和信

息库，完善提升平台功能，尽快与商务部大

数据信息平台联网。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王水田）2月

1日，时值隆冬，笔者在尉氏县洧川镇农村处

处可见该镇机关干部忙碌的身影：帮种田农

民利用农闲“充电”、助发展养殖农户协调小

额贷款、向困难群众家庭送去御寒衣物……

去年以来，该镇党委、镇政府在机关干部

中广泛开展了“下基层办实事促和谐”活动，

全体机关干部纷纷沉下“身子”，干出“样子”，

目前已先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200余

个，为企业协调资金6000余万元，为群众办

好事实事500余件。

沉下“身子”。该镇将40余名机关干部分

包到全镇37个村的236个村民组，让他们带

着责任、带着感情纷纷走街串巷，广泛听取群

众心声，征求群众意见，以破解群众在生产生

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干出“样子”。该镇机关干部利用每周五

天的有效工作日，每天都及时到农家庭院、田

间地头，沉下身子融入到群众中间去，并根据

他们所提出的工作建议，在规定时间段按照

实际情况予以落实。

按照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该镇切实把解

决镇村道路畅通、美丽乡村建设等问题抓实

抓好，目前，已先后完成了老庄王、北关等6个

村5000米长的村道硬化工程，投资150万元

的镇区东西大街人行道铺设，下水道改造工

程等。

本报讯 （记者张舒娜 通讯

员岳晓萌）“这次学习，内容丰富

实用，我创业带富的信心更足

了。各级领导对农村发展这么重

视，我真得提劲儿干了，一定要将

所学、所思、所悟与农村实际相结

合，积极主动带领群众致富奔小

康。”近日，刚参加完新密市村“两

委”干部集中培训后的新密市平

陌镇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张国录说。

据了解，新密市将2015年确

定为全民创业年，结合刚换届后

村“两委”干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的迫切愿望，紧抓冬末春初农闲

有利时机，专题举办农村干部创

业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对全市

300多名村“两委”干部进行集中

专题培训。市委书记、市长亲自

授课，省农业厅农经专家、苏州农

村干部学院教授作专题辅导，对

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现代

农业规模经营的方式、农民创业

致富的路径、新密经济转型升级

的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

的讲解。

此次培训通过剖析解读省市

惠农政策、新老同志的相互交流、

现实问题的分析解答等方式，做

到了接地气、教方法、听得懂、易

接受，让农村干部真正学到了方

法、掌握了政策、提升了能力。

□本报记者宋朝通讯员师运铎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陕县纪委监察局预防腐败局联系帮扶
店子乡杨家河村，使该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由衷地说——

“现在我们看见纪委的人可亲了”

我省今年
将建中部电子商务港

小麦苗情总体较好 春季管理不能放松
上接第一版 四是气候不确定因素增加，

小麦生长中后期发生干旱、晚霜冻、干热风和

雨涝等自然灾害几率大，防灾减灾任务重。

记者：针对当前小麦苗情，我省春季麦田

管理应重点抓好哪几项技术措施？

郭天财：农谚“一年之计在于春”。根据

当前小麦苗情和土壤墒情，我省春季麦田管

理应加强动态监测，强化分类指导，科学运筹

肥水，综合防控病虫草害，促弱苗早发增蘖，

稳壮苗生长保蘖，控旺苗过多分蘖，构建合理

群体结构，力促穗大粒多，夯实小麦丰收基

础。其具体措施：

一是加强中耕和镇压，保苗稳健生长。

对播种偏早、播量偏多，目前群体过大过旺的

麦田，要及时进行深中耕断根或镇压；对于群

体较小的三类麦田进行浅中耕，增温保墒，促

进根系发育和分蘖生长；对于秸秆还田和整

地粗放、土壤翘空的麦田，特别是无水浇条件

的旱地麦田要适时进行镇压划锄，以踏实土

壤，弥实裂缝，保墒提温，促根壮蘖，增强抗旱

防冻能力，促进麦苗早发稳长。

二是因地因苗制宜，分类肥水管理。对

于目前表墒不足的麦田，在气温适宜时应尽

早浇水，促根系发育和分蘖生长，保穗数促

大穗；对于一类麦田应前控后促，可在拔节

中后期结合浇水亩施尿素15公斤左右，以提

高分蘖成穗率，促穗大粒多；对于二类麦田，

可在起身期或拔节初期结合浇水亩追施尿

素10~15公斤，促苗稳健生长，提高分蘖成

穗率；对于三类苗麦田要以促为主，在返青

期亩追施尿素8~10公斤；拔节期结合浇水，

再亩追施尿素5~7公斤，以促苗早发快长，

提高成穗率，增加穗粒数；对晚播麦田，要控

制早春浇水，以免降低地温和土壤透气性而

影响麦苗生长；对于旺长麦田以控为主，早

春一般不再浇水，肥水管理可推迟到拔节中

后期两极分化结束时进行，防止旺苗脱肥转

弱；对于没有水浇条件的旱地麦田，在春季

土壤化冻后及时镇压划锄，并趁早春土壤返

浆或下小雨后趁墒追肥，保冬前分蘖成穗，

促春生分蘖早发快长，争取穗数保产量；信

阳稻茬麦区渍害较重的地区，要及时清沟理

墒、排涝降湿，防止遇连阴雨造成麦田渍害，

确保小麦正常生长。

三是加强监测预报，重点防范“三灾”。

1.预防冻害。我省春季气温回升快、起伏大，

极易发生“倒春寒”。各地要根据天气预报，

在寒流来临前，对旺长麦田或土壤悬松麦田

及时进行灌水，改善土壤墒情，预防冻害发

生。一旦发生冻害，要及时采取结合浇水追

施速效化肥等补救措施，促小蘖赶大蘖，促

进受冻麦苗尽快恢复生长，将冻害损失降到

最低程度。2.预防春旱。目前我省多数麦田

土壤表墒不足，且全省春旱发生频率高，各

地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早做好预

案，对目前表墒不足，以及整地质量差、土壤

悬松的麦田要及时浇水保苗，抗旱防冻，促

进麦苗正常生长。3.预防倒伏。对播量偏

大、群体大，冬前有旺长趋势的麦田，春季要

以控为主，在返青至起身期采用镇压、深锄、

喷施植物生长抑制剂等措施，控制春生分蘖

滋生，抑制基部节间伸长，构建合理群体，培

育健壮个体，预防后期发生倒伏。

四是选准对路农药，综合防治病虫草

害。各地应加强预测预报，重点监测小麦纹

枯病、条锈病、赤霉病、红蜘蛛、吸浆虫和蚜虫

等，选准对路药剂，早防早治，统防统治。对

于冬前没有进行化学除草的麦田，可在春季

气温稳定通过6℃以后，选择晴好天气于上午

10点至下午4点，根据田间杂草种类，选择对

路除草剂，及时进行化除。防治病虫草害要

严格按照所用农药的适宜浓度、使用时期和

技术操作规程操作，以免发生药害。

五是做好“一喷三防”准备工作。各地要

及早做好以预防干热风，防治赤霉病、条锈

病、吸浆虫、叶枯病、穗蚜等病虫害为重点，备

好杀虫剂、杀菌剂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做好

“一喷三防”准备工作。

新密市

冬闲培训村干部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刘海军）“我在宏太鞋业务工，月工

资2700元；我丈夫在昱鑫重工务

工，月工资3000多元。”2月3日，

舞钢市枣林镇晃张村农民王红霞

说。王红霞夫妇只是舞钢市众多

农民靠打工增收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舞钢市二三产业快

速发展，上班挣工资成为农民致

富的主要渠道。2014年，该市农

民人均收入达10134元，其中工

资性收入占到70%。

舞钢市以“特钢深加工和机械

制造产业园、纺织服装产业园、广

电及高科技产业园、汽配产业园、

医药科技产业园”等五大特色产业

园区为着力点，积极开展招商选资

和项目“落地行动”，真源制衣、昱

鑫重工等一批项目相继入驻产业

集聚区，初步形成了以舞钢公司为

龙头的钢铁生产、机械制造产业集

群，以银龙集团为龙头的纺织服装

及鞋帽加工集群。

大项目拉动经济增长的同

时，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去

年，舞钢市新增从业人员5000余

人，总数达到4.3万人，其中大部

分是农民。

“金穗”飘香“三农”乐
上接第一版

农行河南省分行加大“三农”

服务创新，积极探索服务“三农”

新模式。探索出“立体式”现代

金融扶贫的新模式，加大扶贫开

发支持力度。2014年，农行河南

省分行对重点贫困区域投放贷

款183.43亿元，扶贫项目辐射和

覆盖了53个国家和省定扶贫开

发重点县，有力促进了贫困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探

索出金融服务产业链模式，完善

“龙头企业+农户”、“商贸企业+

超市”、“农业园区+种养大户”等

产业链金融服务模式。探索出

金融支持城镇化建设新模式，推

出新农村民居建设“滑县模

式”。探索出大型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带动的城镇化服务“鹤壁

中鹤模式”，以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中鹤集团为中心，一方面，

通过粮食深加工产业园区建设，

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农

民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

转、合村集居、建设生态社区，改

变农民居住环境和居住状况。

▲

▲

机关干部沉下“身子”干出“样子”尉氏县
洧川镇

1 月 27 日，渑池县曲剧团的

“名角”们走基层、接地气，到仰韶

乡东阳村慰问演出，为村民们献

上了精彩表演。尽管当天豫西飘

着今冬首场大雪，但村民们仍聚

集在舞台周围观看演出。

孩子们争相观看演出。

演员们在后台精心准备。

孙振军摄

②
①

2月 3日，眼瞅着快过春节

了，家家户户都在置办年货，可禹

州市苌庄乡五坪村农民吴玉学家

一点过年的心情也没有。每当想

起村民吕某埋在自家麦田里的坟

茔，吴玉学就觉得气愤和晦气，她

抽泣着向记者求助：“埋在俺家地

里的坟茔何时能迁走？”

吴玉学说，自从河南日报农

村版《自家耕地“风水”好他人迁

来五座坟》一文刊发后，她想着事

情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可是已经

过去20多天了，苌庄乡政府、五

坪村委至今都没有任何人与其协

商解决吕某家坟茔强埋之事。

在苌庄乡政府，记者没有见

到乡党委书记崔劳资，党政办主

任说他去市里开会了。苌庄乡团

委书记姚晓伟给记者出示了一份

写给禹州市委宣传部的“关于苌

庄乡五坪村群众反映坟地占责任

田和乡政府部分领导不作为等问

题的情况说明”。“说明”中说，关

于吕某私自将自家坟茔埋在吴玉

学家的农田一事，乡政府曾多次

进行调解，但因双方分歧太大调

解失败。文中还说，河南日报农

村版报道刊发后，该乡迅速成立

了以副乡长张红旗为组长的调查

组，对吴玉学反映的问题进行调

查落实，同时确认吕某强占吴玉

学责任田造坟一事属实。该文还

认为：就目前国家土地政策来说，

乡政府只能按政策进行调解。乡

党委建议吴玉学走法律渠道，依

法进行解决。

私自埋在吴玉学家地里的坟

茔何时才能被迁走，本报将继续

予以关注。

律师点评

河南安多律师事务所马冠

军：《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明确

规定，禁止在公墓、公益性墓地以

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建造坟墓；禁

止将骨灰装棺土葬；在未建公墓

和未设置公益性墓地的平原地区

实行平地深埋、不留坟头、不立墓

碑的葬法。同时规定，如果出现

上述行为，其所在单位、当地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

(居)民委员会必须制止；由民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

以强制执行；强制执行时，当地街

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死者

生前所在单位应当协同处理。

吕某未经吴玉学同意，就将

自家的坟迁入吴家耕地，不但严

重侵害吴某的土地经营权，而且

也是违反《河南省殡葬管理办法》

的违法行为。对此，苌庄乡政府、

禹州市民政局有义务也有责任予

以制止，以推进殡葬改革，保护土

地资源和环境，维护受害人的合

法权益。否则，不但是严重不作

为的违法行为，同时也与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规矩”的系

列论述的违背，是不守规矩、破坏

规矩的行为。

1月8日本报刊登了《自家耕地“风水”好 他
人迁来五座坟》一文，已近一月，禹州市苌庄乡政
府、五坪村委至今仍没有任何人与其协商解决吕
某家坟茔强埋之事，吴玉学向记者求助——

“埋在俺家地里的坟茔
何时能迁走”
□本报记者杨远高

后 续 报 道

舞钢市

农民挣工资成致富主渠道

1月31日，宜阳县三乡镇连昌河段，挖

掘机正在加紧施工。连昌河为黄河流域洛

河一支流，流经宜阳境内干流8.53公里。近

年来，由于年久失修，连昌河宜阳段堤防水

毁多处。连昌河治理项目区内沿岸有9个行

政村1.2万人，6500多亩耕地。工程于今年4

月竣工后，可使连昌河防洪标准提高到20年

一遇。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珂摄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穆文涛）2

月3日，记者从郑州市上街区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获悉，今年，该区将

继续紧紧围绕建设“中原经济区通航枢纽、

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中国飞来者大会承办

地、全国一流通航园区”的战略目标，探索完

善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

建设，培育带动新兴产业发展。

去年，上街区以郑州啸鹰飞机组装与

试飞基地项目为龙头，大力发展通航制造

业。啸鹰穆尼飞机“郑州1号”在郑州通航

试验区下线。依托河南大宇、河南永翔等

通航公司，积极开展航空培训、应急救援、

航空运动等运营业务。目前，总投资6亿元

的河南中鹏通用航空公司航空俱乐部项目

正在建设，总投资5亿元的国际飞机展示交

易中心项目已接近封顶。

宜阳县

加紧治理连昌河

上街区

通航引领
培育新兴产业

渑池县渑池县
县上县上““名角名角””下村来下村来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