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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凤华苑

征）“大家都静一静，我刚念的12人中，哪个

符合低保条件的，一会儿咱们举手表决。”3月

16日上午，漯河市郾城区李集镇老集村委会

门前人头攒动，村支部书记李要亭当着30多

个村民代表和党员的面，把申请低保人的基

本情况介绍了一遍，这是该村首次通过“阳光

三权”对申请低保人进行现场“表决”。

啥是“阳光三权”？老集村每家每户在年

初都收到了一本《漯河市郾城区村（居）组织

“阳光三权”体系建设服务手册》，上面详细标

注了村组织权力清单，用漫画标注了流程图，

浅显易懂，内容涵盖了村集体财产、财政奖

补、宅基地申请、慈善救助等几乎所有涉及村

务的各个事项，还公布了区纪委及各乡镇纪

委的举报电话。

“‘阳光三权’就是在村组织中实施以‘厘

权、履权、监权’为主要内容的村组织体系建

设，实现‘职权清单化、用权程序化、结果透明

化’，推动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参与老集

村低保申报工作会的李集镇党委书记刘永红

说，按照区里的要求，要确保村级权力运行规

范有序、监督有效，努力构建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相互制约、相互协调的村级权力管理

体系和运行机制。

也就是说，老集村里哪户能吃低保，哪家

不符合条件，不是村支书或者村“两委”说了

算，而是根据统一编制的《漯河市郾城区村

（居）组织权力清单》，明确村干部在每个环节

中的权力、具体实施的责任主体、权力事项的

法律依据、权力运行的操作流程，在村民代表

及党员的共同参与下最终确定低保对象，公

示后接受群众的监督。

“俺们对村里的人和事知根知底，谁家

啥情况不清楚？这次12人中有两个人不

符合条件，被现场去掉了，上墙公示的10

个人是村里条件最不好的几家，村里人都

知道，这样办事俺心里服气，心里亮堂！”老

集村七组村民李松茂对这次层层“表决”表

示满意。

这次老集村低保“表决”，刘永红带领全

镇其他21个村的“两委”成员，对老集村的做

法进行观摩学习，并对“阳光三权”体系建设

任务现场安排部署，“‘阳光三权’要在全镇各

个行政村全面铺开，各村里的公共事务都要

严格按照程序运行，确保党的各项惠农政策

落到实处。”

“阳光三权”让村务民主透明
漯河市郾城区李集镇

“厘权、履权、监权”使职权清单化、用权程序化、结果透明化，百姓心里服气、亮堂

“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谢谢。”3月22

日上午，商水县巴村镇余庄村村民李丙寨和

妻子在被救现场向救命恩人林宽心、訾茂、

郭更臣再三表示感谢。

3月22日上午9点多，双目失明的李丙

寨摸索着去一公里外的舒庄乡胡林庄村办

事。由于田间小路有泥，在走到距胡林庄村

300米处，李丙寨不慎掉进路边的机井里。

正巧，机井内横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木棍，把

他卡住才没有落入水里。在胡林庄村头闲

聊的退休老支书林宽心、党员訾茂和乡廉政

监督员郭更臣眼看着一个人自西向东走来，

却一眨眼不见了人影。仨人感到事情不妙，

林宽心突然说：“那人一定掉进路边的机井

了，你们两个赶快去救人，我回去拿大绳。”

郭更臣年轻，他率先跑到井边。看到李丙寨

没有落进水中，郭更臣一边安慰他不要乱

动，一边向訾茂和林宽心大喊快来救人。待

林宽心和訾茂赶到时，三人便把大绳绾成套

送入井中，让李丙寨小心用绳套套住腰，然

后一起用力把他从井中一下一下地拉上来。

李丙寨的妻子告诉记者，丈夫已双目失

明6年了，白天走路就靠微弱的光线摸索。

“要不是遇上这几个救命恩人他可就没命

了，真得好好谢谢他们！”李丙寨的妻子说。

“多亏了他们三个啊，尤其是老支书。”闻讯

赶到现场的群众对三位救人者也是赞赏不

已。

人们常说，家庭中最难处的莫

过于婆媳关系。然而，在范县张庄

乡东白堂村，有一位精心照顾婆婆

40余载的好儿媳，在当地传为美谈。

近日，在一个洁净的农家小院里，记

者看到好儿媳赵玉萍在为103岁的

婆婆郭玉兰梳头，画面温馨。

63岁的赵玉萍和丈夫结婚已

有44年，夫妻俩恩爱如初，在照顾

老人的事上，夫妻俩更是达成默

契，要让老人安享晚年。公公去世

以后，为了让婆婆晚年生活幸福，

赵玉萍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忙

活。给婆婆洗脸、刷牙，做早饭，服

侍婆婆吃早饭，安顿好一切后，她

再忙活其他的。40多年如一日，不

管多累，她未曾有过抱怨和厌倦。

邻居都夸郭玉兰命好，遇到了

好儿媳，婆媳的感情胜过亲母女。

赵玉萍坦言：“俺就是婆婆的‘小棉

袄’。俺从19岁来到东白堂，进了

他的家门，她待俺像亲闺女，俺照

顾她跟亲娘一样。”

郭玉兰老人之所以能够长寿，

除了性格好、不爱生气，还离不开

赵玉萍的精心照顾。在饮食方面，

40多年来，赵玉萍除了每天坚持让

婆婆吃益于老人消化的食物，每天

早上她都会为其蒸鸡蛋羹，中午晚

上也是按着婆婆的喜好与口味做

饭。冬天老人怕冷，赵玉萍就给老

人买来暖水袋，每天装好暖水袋，

为婆婆暖好被窝后再让婆婆睡

下。夏天热，在老人房间安装了空

调，赵玉萍每天都为老人洗脸、梳

头，伺候得非常周到。

郭玉兰老人虽然已经103岁

了，但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再也

找不到比他们两口子照顾我好的

了，让我有享不尽的福。”郭玉兰逢

人就夸儿媳赵玉萍。

全村人都对好媳妇赵玉萍赞

不绝口。对此，赵玉萍淡淡一笑：

“孝敬老人天经地义，大家都认为

俺是个‘好媳妇’，俺也一定要对得

起这个称号，同时希望能带动周边

更多的媳妇来孝敬老人、关心邻

里，让大家都来争做‘好媳妇’。”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瑜）汤阴

县韩庄镇将春季植树造林作为当前的重点工

作来抓，做到苗木早安排、物资早准备、地块

早落实。并且采取统一规划、专业打坑、免费

供苗、园区带动、军民共建、财政奖补等多种

方式强力推进造林工作。

目前，韩庄镇已在汤阴湿地公园水库东

岸规划绿化面积280亩，通过招标方式种植

柳树、樱花、国槐等树种5万余株。韩庄镇三

禾、大运、汤河湾、滨河等农业园区已种植冬

枣、秋桃、苹果、清香核桃等林果800亩，种植

月季、紫薇、银杏等绿化苗木600亩，并在农

田林网、乡村干道、荒地片林等区域种植柳树

2万株、杨树6万株。

俺的名字叫土地，也叫田地和

耕地，现在“户口本儿”上的户主叫

责任田，家住汝南县张楼镇姚湾村

的西侧，俺这块面积一共有130亩，

一场贵如油的春雨过后，看到怀里

茁壮成长的各种农作物，俺的心情

感觉倍儿爽！

前些年，我们弟兄十多人分开

单过，每年麦茬豆，豆茬麦地过着

单调而枯燥的生活，种地的姚小

河、尿壶等人还对我们十分不满，

抱怨说忙活一年，一亩地见效益不

到 1000 元，除去因为收种来回路

费，耽误的工时，算算还赔 200 多

块，准备把我们扫地出门。听着人

们的抱怨，俺的心情也糟糕透了。

自去年起，俺们的日子渐渐地

有了起色，俺村的支部书记姚西沫

把俺弟兄几个收留了，并与姚小

河、尿壶等人签订了合同，一年一

亩地的承包费1000元，也就是说他

们不费一点事就可以拿走 1 万多

元，你看姚小河，特别是尿壶那得

意洋洋的样儿。姚书记对我们可

好了，修了沟渠，打了井，让俺们渴

不着饿不着。他让俺四个小兄弟

40亩地，一起种植莲藕。俺的四个

兄弟真争气，莲花开满地，来欣赏

的人络绎不绝，姚书记的农家乐饭

馆也热热闹闹的，过年盘点的时

候，仅此一项他就赚了 9 万多元。

春节的时候，俺的四个兄弟给他贡

献了16万斤莲藕，一斤4元，除去

成本45万元，他净赚19万元。

俺的五兄弟是个大块头，30亩，

平时爱美，姚书记就在它那里种植

花木，还给它修建了大棚，这下俺

五兄弟心里可乐开了花，百花盛

开，争奇斗艳。去年的七夕和情人

节，让姚书记美大发了，创利润10

万多元。我和另外的兄弟，一共60

亩，也不甘落后啊，不但种植了绿

化树，还在绿化树下面种植了花

生、红薯、西瓜、甜瓜等，绿化树茁

壮成长，那些花生什么的，卖了7万

多元。年底，姚书记算算账，净收

入30多万元，更可喜的是，今年开

春我们的绿化树苗已被订走，预计

见效益 60多万元。看着姚书记品

尝到了丰收的喜悦，俺们也高兴。

俺们的日子有了滋味，让俺的邻

居也羡慕起来，去年以来镇政府因势

利导，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18个，流

转土地近1500亩，看着大家都要过上

好日子，你说，俺的心情能不爽吗？

汤阴县韩庄镇
掀起春季植树造林高潮

土地的高兴事

仨村民勇救落井盲人商水县
巴村镇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乔连军

舞钢农民江苏昆山打造“模具产业园”

3月22日，宝丰县肖旗乡韩店村村民在表演唢呐。韩店村是当地有名的唢呐村，这里的村民半数以上都会吹奏唢呐。每逢婚嫁

迎娶、店铺开张、节日庆祝，村里身怀技艺的村民便被邀请前去表演，增加了村民收入。2013年韩店村唢呐被公布为平顶山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目前，全村共有唢呐表演队37个。 何五昌摄

3月23日，夏邑县以“送理论、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送法律、送欢

乐”为内容的“惠民六送”活动在会亭镇王厂村举行，给当地群众带来了

丰富的科技、文化、健康大餐。 王高超摄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

桂焱炜 高明哲）3月 21日，汝州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奠基仪式在

汝州市王寨乡举行。汝州500千

伏变电站是汝州市第一座500千

伏变电站，也是河南省2015年度4

个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中首个开

工建设的项目。工程总投资3.2亿

元，预计2016年底建成投运，一期

规划1000兆伏安主变压器1组，

500千伏出线8回，新建输电线路

18.3千米，220千伏出线6回。

据了解，汝州500千伏变电站

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汝州电网即将

开启超高压时代，该变电站投运

后，汝州电网的电压等级将提高一

倍，从本质上提升汝州的供电能

力，将与平顶山的500千伏香山变

电站形成双环网运行，电网结构更

加合理，运行更加灵活可靠。将满

足汝州电网负荷快速增长的需要，

为汝州电网提供可靠的能源支撑。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3月20日，记者

从濮阳市政府获悉，濮阳市将狠抓小城镇建

设、农村建房安全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等几项工作，加快推进全市新型城镇化步

伐，不断改善城乡群众的生活环境。

在小城镇建设方面，濮阳市将围绕

“13363”空间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城镇体

系。以重点项目为支撑，逐步拉大城镇框

架，初步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综合交

通体系为骨架，以产业集聚区为支撑，以重

点镇为辐射点的新型城镇化格局。

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方面，濮阳市以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以治理农村脏乱

差和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为重点，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整治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着力

改善村容村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建

设美丽家园，促进生态文明。积极开展农村

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力争3年内实现90%的

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

此外，濮阳市将积极推进“十二五”国

家重点镇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建设项

目，全面完成濮阳县文留镇、柳屯镇，清丰

县马庄桥镇“十二五”污水管网建设项目和

濮阳县庆祖镇、户部寨镇污水处理站建设

项目，不断提升这些镇的基础设施水平和

承载能力。

汝州市

首座500千伏输变电站开建

范县张庄乡好媳妇赵玉萍

精心照顾婆婆40余载
如今老人已103岁，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亚萍

夏邑县“惠民六送”受欢迎

宝丰县“非遗唢呐”富村民

濮阳市 营建宜居乡村魅力小镇

3月22日，在孟津县送庄镇一处设施蔬

菜园区，数十位来自贵州的农村妇女在为种

植的芥蓝间苗。该园区主要种植供港蔬菜，

而种植芥蓝这种蔬菜可是个技术活，来自贵

州的农村妇女能吃苦、会管理，能种植出优质

的蔬菜。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目前，该市李楼村农民在江苏昆山开有12家模具厂，固定资产10亿元左右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李躬亿 通讯员左

红卫）杞县纪委认真落实中央、省、市纪委“三

转”工作要求，在全省率先完成县级纪检监察

机关内设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

据了解，杞县纪委监察局在不增加人员

编制、不增加领导职数、不增加内设机构机关

的前提下，立足“科学谋划、精心运作”的指导

思想，采取了整合机构、全面轮岗、优化组合、

绩效考核等措施的机关内设机构体制机制改

革工作，共清退议事协调机构27个，精简率

81.8%；乡镇和县直单位纪委书记（纪检组

长）每人减少分管事项2~3项，纪检监察机关

聚焦执纪监督问责职能。该县纪委在完成纪

检监察机关内设机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以

来，纪检监察干部积极对照全县《纪检监察干

部绩效考核办法》明确的工作标准和具体要

求，“比学赶超”,激发了办案活力，提升了办

案能力。

杞县
纪检工作“改”中激活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田秀忠牛

明远）在舞钢市尚店镇李楼村，有近200个

农民靠在江苏昆山做模具走上了致富路，

家产千万者也不乏其人。

3月23日，尚店镇政府组宣办主任刘国

饶介绍说，李楼村有8个自然村，其中西塔自

然村做模具的人最多。在西塔村，记者看到,

村民的房子以平房和二层楼房居多，但多数

大门紧闭，见不到人。“俺村的年轻人差不多

都是干这个（模具）的，过了春节都回厂了！”

村民谭广根说。

据了解，模具是制造业的基础工艺装备，

被称为“制造业之母”，广泛应用于电子、汽

车、电机和通信等产品中，60%～80%的零部

件都要依靠模具成型，75%的粗加工工业产

品零件、50%的精加工零件都由模具成型。

模具又是“效益放大器”，用模具生产的最终

产品的价值，往往是模具自身价值的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李楼村人到昆山做模具始于上世纪末，

村民张东晓等人是最早一批外出学做模具

的。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不少人都开始学

做模具。

西塔自然村村民陈相平高中没毕业便到

昆山的模具厂里打工。2009年，他首付19

万元购置了一台数控机，注册成立了昆山吉

丰祥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开始了创业之路。

去年，他的公司营业额达1000多万元。村民

谭志广在昆山的模具厂有几千万元的资产，

已在昆山买了别墅，常年工作生活在昆山。

在昆山模具厂打工的村民工资也相当高，一

般操作机器的工人月薪8000元，从事电脑编

程的月薪则在万元以上。

目前，李楼村农民在昆山开有12家一定

规模的模具厂，固定资产10亿元左右，形

成了“模具产业园”。村里90%以上的年轻

人在昆山做模具，算上在模具厂打工的村

民，李楼村有近200人在昆山，不少已在昆

山安家落户。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勤玲刘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