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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方城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全县

500多名村支部书记参会。会上，县委书记

褚清黎专门为村支部书记作了要当好“九种

人”的专题培训报告。事实上，不光是方城

县对村支部书记进行了培训，自2014年村

级组织换届后，南阳市所有县（区）及时开展

了“万名村官大培训”活动，全面轮训了

21737名村（社区）干部。

2014年以来，南阳市委一手抓教育培

训，一手抓软弱涣散村的整顿提升，全面提

升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强力推进基层组

织建设。

大培训培养“大管家”“专业能手”

在培训形式上突出一个“新”字。南阳

市委组织部选取10%的优秀村党组织书记

进行示范培训，在县（区）集中开展村干部轮

训，采取市级示范带动、县乡上下联动的方

式，实现培训主体的全覆盖、无遗漏。

在培训规格上突出一个“高”字。培训

中，县（区）委书记专题授课，市委组织部现

场指导，形成了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县（区）

组织实施的严密培训体系。

在培训内容上突出一个“实”字。既有

对党组织书记的全面培训，培育“大管家”、

“多面手”，又有对其他村干部的分口培训，

培育“专业能手”、“业务骨干”。

精确整顿激发软弱涣散党组织活力

南阳全市有行政村4019个、城市社区

284个，市委组织部科学设置调查问卷，确定出

410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立了精确到村

的台账，达到了一村一情、一村一因，一村一策。

“大选派”强队伍。将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整顿工作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包联共

建”工作、党员干部驻村任职工作、农村定点

扶贫工作相结合，组建市级工作队19个、县

级工作队391个，对全市410个软弱涣散村

（社区）实现了全覆盖。

“大投入”强基础。该市共协调财政支

出2100万元，对无村级活动场所的软弱涣

散村（社区）党组织倾斜帮扶，目前，2014年

开工的95个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已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

“大督查”强推进。实行市委常委包县

（区）督查、县委常委包乡镇督查、乡镇党委

班子成员包村（社区）督查，对工作队明确

“四个不撤离”的要求，即建不好班子不撤

离、选不准发展路子不撤离、热难点不解决

不撤离、群众不满意不撤离。

筋骨壮，活力出。“万名村官大培训”和

软弱涣散村整顿工作开展以来，南阳市大大

提升了村支部书记的能力和素质，全市基层

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进一

步增强，领导核心作用明显强化。

“大轮训”提素质 “大选派”强队伍

南阳：万名“村官”筋骨壮活力出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王稚 马珂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管党治党，重在基层。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尤其需要各级党组织切实履行党建责任，强化固本强基思想，
努力把每个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今日起，本报推出“基层党建看南阳”栏目，分阶段分主题报道南阳各县（区）的新探索、新经
验、新成效。聚焦带头人队伍建设，着重报道南阳在选好配强村（社区）班子、加强基层党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敬请关注。

2015年，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要求，通过激发活力、补齐短板汇

聚发展新动力，打造加快农业县脱贫致富

的新引擎。

今年，社旗县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

是以放大后发优势为突破。在经济新常

态下，社旗的农业大县、资源环境、特色

产业等优势正在全面发力，将紧紧围绕

三个战略、紧盯“四个河南”建设，做实市

场壁垒的“减法”，做好市场空间的“加

法”。二是以规模化经营为路径。突出

抓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加

速推进土地流转，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和

新型职业农民，推动农业规模化、市场

化、企业化经营。三是以建立长效机制

为保障。通过稳定耕地面积、主攻单产，

改善条件、创新机制、完善政策，提高粮

食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标准

化水平，努力实现内涵式增长，在妥善解

决吃饭和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把社旗建

设成为南阳乃至河南重要的粮食稳定增

产的核心区。四是以三次产业融合增强

粮食发展后劲。主动融入中原经济区南

阳粮食主产区，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大

粮食核心功能区外农业结构调整力度，

大力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特色高效

农业，带动粮食主产区增效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心中有党、心中

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要求，为我们基

层党员领导干部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践行群众路线、强化责任担当、培树优良作

风指出了努力方向、提供了工作遵循。

新乡县委将把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组织县委中心组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特别是要把贯彻落实总书记讲话

精神、省委九届八次全会精神和新乡县实

际紧密结合起来，按照抓党建、促整改，抓

稳定、促发展，抓新区、促三产，抓项目、保

重点，抓税收、保前三；转作风、重实干，钉

钉子、不间断以及严格奖惩的“五抓、一转、

一奖惩”思路，把各项工作抓牢抓实抓出成

效，推动新乡县发展再上新台阶。

我们将努力践行总书记提出的“四有”

要求，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时刻想到自

己是党的人，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

系，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

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树立正确政

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

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好权力关、金

钱关、美色关，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

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真正把“四有”要求

落到实处，决不辜负党的信任和全县35万

群众的重托。

本报讯 （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李峰 贾

青峰）3月21日晚10时许，洛宁县森林公安

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杜巍接到群众举报：有人

在国有洛宁县吕村林场杨疙瘩林区盗挖天

然野生名贵树种——流苏树。接警后，杜巍

立即带领两名民警赶赴现场进行布控缉查。

3月22日凌晨4时许，杜巍将放哨的犯罪

嫌疑人姚某抓获。留下一名同事看守，杜巍与

另一名同事黄少哲迅速赶往盗挖现场进行抓

捕。正在装车的3名犯罪嫌疑人看到突然出现

的民警，丢下树木及车辆慌忙逃窜。杜巍猛跑

几步，抓住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此人拼命反

抗，在搏斗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利用熟悉地形的

优势，抱着杜巍一起滚落山崖，并将杜巍死死压

在身下，摁在崖底溪水里，趁着夜色逃跑。

杜巍过了好一会儿，才挣扎着爬了起

来，他一边打电话向局里求援，一边和黄少

哲会合，抓紧控制犯罪嫌疑人姚某和被盗挖

的树木和车辆。凌晨6时，杜巍和增援的同

事一起将姚某、车辆及被盗挖的7棵流苏树

带回局里。这时，杜巍感到直不起腰，浑身

疼痛，瘫倒在地。

洛宁县森林公安局局长韦晓乐立即将杜

巍送到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经检查，杜巍的

胸椎第七节压缩性骨折，必须住院治疗。

韦晓乐局长告诉记者，今年33岁的杜巍

从警以来，一直奋战在基层森林公安第一

线，在辖区群众中获得普遍赞誉，连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2014年，杜巍还获得全省公

安系统主办刑事案件优秀民警光荣称号。

杜巍住院后，省森林公安局、洛阳市森

林公安局和洛宁县的相关领导纷纷赶到医

院看望和慰问。杜巍激动地说：“感谢领导

和同志们的关怀，我一定争取早日奔赴工作

岗位，再立新功！”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姚某供述了自己伙

同其余3名犯罪嫌疑人盗窃流苏树的犯罪事

实。目前，洛宁县森林公安局已依法将犯罪

嫌疑人姚某刑事拘留，并成立专案组全力追

捕其余3名犯罪嫌疑人。

开
栏
的
话

“请救救我的女儿，她才6岁，

我不想失去她。”3月20日，河南日

报农村版记者接到兰考县仪封乡

耿庄村金庄村村民蔡建国打来的

求助电话。据了解，3月15日，跟

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婷婷吃过早

饭后与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不小心

引燃了一堆玉米秆。眼看火势渐

大,为了避火他们跑到一间废弃的

房屋内，没想到火势越来越大,把

避火的房屋也点燃了。急忙赶来

的村民把孩子从火堆里救了出

来。婷婷烧成重伤,被送往开封市

中心医院救治，两名小伙伴因伤势

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在浙江打工的蔡建国夫妇得

知噩耗，连夜赶回兰考老家。“在

医院看到她时已经面目全非，我

都认不出那是我女儿了。”蔡建国

伤心地说。经诊断,婷婷头、面、

颈、双手及腹部以下烧伤面积约

为60%，属深二度烧伤。

目前，婷婷仍未脱离生命危

险，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且伤口

随时有感染的可能性。“只要有一

线希望，都要救女儿，绝不放弃！”

蔡建国说，除了婷婷的伤势，让他

更发愁的还有继续治疗的几十万

元费用。“每天的治疗费都要

5000块钱以上，咱一个农民哪有

那么多钱啊！”

躺在病床上的婷婷因为疼痛

一直哭喊，婷婷的妈妈和奶奶终

日以泪洗面。希望爱心人士伸出

援手，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

如您想帮助婷婷，请与婷婷

父母联系。父亲蔡建国电话：

15993339279，母亲齐秀梅电话：

15837890745。爱心捐助账户，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户名：齐

秀梅；卡号：6227 0024 9052

0176 896。

帮忙记者 李躬亿

电话：18538155369

3月23日，记者从省教育厅

获悉，经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军

总政治部批准，河南省实验中学

确定为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首批

承办中学，并从今年起开办空军

青少年航空学校航空实验班（简

称航空实验班）。

据悉，航空实验班每年面向

全省招收100名学生。报名学生

需符合下列条件：户籍和学籍均在

我省的应届初中毕业生（限男生），

年龄14～16周岁（截至当年9月1

日，2015年招收对象应为1998年

9月 1日至2001年 8月 31日出

生）；本人自愿、监护人同意。

届时，省教育厅将在河南省

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信息服务平台

（http://zk.hagaozhong.com/）

开设航空实验班网上报名专栏，

符合条件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可自

主报名。报名时间为：4月1日至

4月12日。

空军招飞机构负责对报名学

生进行体格检查和心理选拔，分

为初选和定选两个阶段。初选安

排在4月份，定选安排在5月份。

省教育厅在7月份将依据普通高

中招生考试成绩对预录取学生择

优录取，已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

加其他学校录取。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老两口出去买菜，一扭头人

就不见了。”3月23日，张女士向

河南日报农村版打来求助电话，

父亲张守信于3月19日下午在郑

州市秦岭路与伊河路交叉口农贸

市场北门不慎走丢了，至今杳无

音信，一家人都很着急。

据了解，张守信今年83岁，

身高1.56米，患有老年痴呆症。

年前张女士放心不下父母，将父

母接到郑州，想让老两口享几天

清福，没想到老两口出去买菜时，

父亲走丢了。

老人走丢后，全家人报警立

案、贴寻人启示、求助新闻媒体，可

至今仍无老人的消息。走丢时老

人身着双领外套，头戴深蓝色帽子，

脚穿黑色皮鞋。如果您见到张女

士的父亲，请速与张女士联系，定重

谢。张彩梅电话：18239917607，

倪松电话：13693732271。

帮忙记者李躬亿

电话：18538155369

老人走丢了 您见了赶紧联系

郑州一航空实验班全省招生

请救救我的女儿

半夜，执法森警被盗树贼抱着滚落山崖……
事发洛宁，负伤的森林警察杜巍正在救治，被盗挖的7棵名贵树木已追回，4名犯罪嫌疑人1名已被擒

社旗县委书记余广东：

打造脱贫致富新引擎

余广东简历：1965年11月出生。曾任南阳市卧

龙区燎河镇镇长，燎河镇党委书记，卧龙区副区长，邓

州市副市长，镇平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南召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社旗县委副书记、代县长，社旗县委

副书记、县长等。现任社旗县委书记。

刘继红简历：1986年参加工作，曾任共青团

新乡县委副书记，新乡市委办副处级助理调研

员，新乡县委副书记，新乡县委办公室主任，新乡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新乡县人民政府县长等

职，现任新乡县委书记。

新乡县委书记刘继红：

践行“四有”推动发展

今日导读

2版

舞钢农民江苏昆山打造“模具产业园”

6版

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完善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

我省全面推进农村金融综合改革

热心慈善愿捐遗体 4版

郸城县89岁离休教师侯一风

3月23日，宜阳县产业集聚区内新投产的农用八旋翼植保机在试飞喷洒

农药。该植保机由河南天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每架次可飞行10～30

分钟，防治作业20余亩。 田义伟 摄

试飞新型植保机宜阳

开有12家模具厂，固定资产10亿元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