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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县

油茶成山区群众致富“金果子”

南乐县

“悬赏”举报环境违法

漯河市

1.3亿元助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4月2日，汤阴县韩庄镇滨河生态农庄梨园里，果农正忙着为梨花人工授粉。

据介绍，这片果园原来是一块荒土坡，种粮效益不高。2010年，滨河生态农庄董事长程继伟因地制宜，成功引种晚秋黄梨。由于

气候和土壤适合黄梨生长，亩产量可达4000余公斤，亩效益达8000余元。产品除销往安阳、鹤壁、郑州等周边市场外，还远销天津、

广州等国内市场。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伦红国 李诗曈 摄

南阳市宛城区

17亿元惠民生

荥阳简政放权为“大众创业”提速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化远 刘超红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任学军蒋

士勋）“真没想到这么快！拿了身份证和相关

材料，一个小时就把所有手续办完了。”4月1

日，在荥阳市审批服务中心门口，高村乡吴村

村民石妙华拿着刚刚办好的汉香源黄焖鸡饭

店营业执照，对工商局窗口放宽企业登记条

件、减少前置审批许可的做法赞不绝口。

审批效率如此高效迅速，源于荥阳市大

力推进的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相关措

施。今年全国“两会”后，全国掀起了“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以此为契机，荥阳

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把简

政放权、加快转变职能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通过简化审批程序、压缩审批流程、创新审

批方式、压短审批时限等措施，进一步取消

和下放与促进创业密切相关的审批事项，降

低市场准入门槛，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营

造有利于创业的良好环境。

“行政审批事项少了，审批流程精简了，

群众和企业办事更加方便。”荥阳市行政审

批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瑜告诉记者，全市行政

审批事项由原来的208项削减至152项，削

减率27%；审批环节一律优化为“受理、审

核、办结”3个环节，审批流程大幅度压缩，缩

减审批环节126个。据张瑜介绍，为最大程

度地让创业群众享受到便利服务，荥阳正筹

建行政审批微信公众平台，让市民坐在家里

用手机便能获取办证程序和运行进度等资

讯。为确保审批提速增效，荥阳还探索推行

了全程代办、并联审批、网上审批、首席代表

制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真正实现一个“窗

口”受理、“一站式”办结。

行政审批“瘦身”只是荥阳简政放权的

一个缩影。今年以来，荥阳市以政府职能转

变和机构改革为契机，按照“两集中、两到

位”的要求，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

权作为常态化工作。政府部门压缩了，但各

项工作和服务不减反增。新组建的市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不等不靠，借助创建全国

卫生城市契机，对全市城区道路进行全面摸

排，有计划、按节点地推进城区道路升级改

造。新成立的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快

马加鞭，力促全省卫生监督“4＋4＋1”综合

考评工作启动会在荥阳顺利召开。

为健全创业服务体系，目前，荥阳正在

筹建政务服务网，对企业注册、税收、社保、

水电费征收等许多企业和个人需要办理的

服务事项通过网络实现网上办理。

审批“瘦身” 服务“增肥”

本报讯 （通讯员李强 邬盛 高文达

记者尹小剑）“老汤，我们刚发的《畜禽养殖

场养殖环节主体责任告知书》和《畜禽养殖

企业主体责任告知书》收到没？”“收到了，

收到了！我已经看了好几遍啦！”4月1日，

潢川县畜牧局工作人员一大早便来到生猪

养殖大户汤成喜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据了解，从今年3月起，潢川县为树立

畜禽养殖户主体责任意识，在全省率先推

出养殖企业主体责任制。该县畜牧科技人

员走村入户开展畜禽产品安全监管工作，

在认真检查养殖场档案记录的同时，与业

主签订畜禽产品安全目标责任书，压实压

牢主体责任。

“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百姓对畜禽

产品质量的根本要求。”潢川县畜牧局局长

王培峰介绍说，潢川县2010年至今连续五

年荣获全国生猪调出大县称号，三禽饲养

量连续多年保持在亿只以上，从源头上筑

牢畜禽产品安全屏障，把肉品质量安全管

理目标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落实到位，对

于潢川县来说尤其重要。

据介绍，该县共向辖区养殖企业发放

告知书5000余份。并通过“举办专题讲

座，送科技下乡”等，对全县养殖户就养殖

场动物防疫条件的审核、养殖档案的建立、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21项主体责任内

容进行一个月的集中培训，在引导企业主

动去落实主体责任的同时，让畜禽养殖企

业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

从而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马鹏宇

李政）为进一步扩大公众对环境保护工作

的参与程度,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改善

辖区内环境质量,近日，南乐县政府决定对

全县范围内环境违法行为实行有奖举报。

公众若发现向辖区内河流非法排放、

倾倒、处置化工残液等危险废物的情况并

举报,经查实后,南乐县政府将给予举报人

2万~5万元奖励；控制现场并将嫌疑人移

送公安部门者给予5万元奖励；发现企业非

法偷排、漏排废水或废气者并举报,经查实

后,给予举报人500~5000元奖励。

举报人可采用电话等方式向南乐县

“民生直播台”、环保热线12369或报警电

话110实名举报,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将严

格保密。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邢博）“通

过这次学习，让我感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更加讲党性、讲奉

献、重品行，把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3月26日，在灵宝市举行的2015年道德总

堂第二期课堂上，市委办公室几位同志深有

感触地道出了自己的学习感受。

为构建“崇德尚善、至善至和”的社会

氛围，弘扬社会传统美德，灵宝市委办公室

牵头举办了“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传递道

德正能量”的道德大讲堂活动，旨在进一步

转变作风，密切党群关系，提升“服务领导、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在当天的活动中，全市其他部门的干

部职工一同观看了全国优秀农村电影放映

员丁颂扬先进事迹短片；学习了身边平凡

人的典型事迹和故事；共同齐声诵读了《论

语》、《韩非子》、《大学》中的经典；观看了道

德礼仪视频讲座，大家感觉受益匪浅。

本报讯（通讯员虞静钱洪波聂

建武记者尹小剑）清明时节，在新县

万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油茶造林基

地，随处可见清山整地的工人在劳

动。公司负责人高兴地说：“3年后，

这片油茶园将是村里的致富园，油茶

树将是我们的‘发财树’。”

这是新县大力发展油茶产业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新县采取得力

措施大面积栽种油茶，让油茶成为

山区群众致富的“金果子”。

据了解，为调动广大农户种植

油茶的积极性，该县着力解决造林

主体资金压力，每年对发展油茶产

业的大户进行扶持奖励，已兑现补

助资金600余万元；整合各类涉农

资金2亿元以上，直接或间接支持

油茶产业发展，每亩油茶新造林最

高可获得1300元补助；先后争取

项目财政资金4000余万元，争取

中央和省市财政贴息补助 1.5 亿

元。同时，采用企业租赁经营模

式，9家企业租赁荒山发展油茶1.5

万亩；采用新型合作组织经营模

式，成立油茶合作组织11家，发展

油茶2万余亩，年改造老油茶园达

10万亩；采用大户承包经营模式，

涌现出500亩以上造林大户12户、

200亩以上造林大户52户、100亩

以上造林大户98户。

为全力搞好油茶栽种前后的

服务管理，该县还聘请河南省林科

院专家做油茶产业发展政府顾问，

组织举办现场培训20余期，发放

资料5000余份，培训人员2000余

人次。筛选多个优良品种，在箭厂

河、泗店、浒湾建成苗木繁育基地，

年育种苗200万余株，改变靠调运

外地苗木的局面。选出新县“豫油

茶11号”等5个本地油茶优良品

种，进行小面积试种，努力实现优

良品种本地化。多次组织专家深

入各个乡镇油茶基地督查，现场发

现问题，现场解决问题，确保油茶

造林质量。

截至目前，新县油茶面积达到

23.4万亩，年油茶籽产量达到1100

万公斤，产值约2.52亿元。培育规

模油茶加工企业10多家，整体推进

油茶产品精深加工及利用，打造出

新县绿色健康、原生态的野生山茶

油知名品牌。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勤玲 张

红卫）“俺村以前很多地块都没有井，种地是

望天收，现在好了，有现成的水可浇，再也不

会因为浇地影响儿子打工了。”3月31日，在

汝南县板店乡冯屯村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个个新打的

机井正在铺设地埋管，该村村民张守清激动

之情溢于言表。

板店乡是汝南县优质小麦主产区，板店

黄金梨、西瓜、盛辉蔬菜、无公害萝卜品质优

良，声名远播，市场供不应求。但该乡农业

基础条件较差，很多地块旱不能浇、涝不能

排，导致粮食产量多年徘徊不前，特色产业

发展遇阻，优势产业难以做大做强。为彻底

改变这种状况，去年板店乡将该乡刘营、苏

庄、冯屯3个村的万亩耕地进行连片综合规

划，立项上报，获县农办批复，现正在施工建

设，修路、建桥、打井、电井配套、绿化五大工

程已全面铺开。

板店乡万亩农业综合开发建设项目总投

资800万元，规划改造农田8000亩，新修水泥

路7.1公里，新建桥80座，新打机井105眼，安

装深井潜水泵105台，地埋输水管道30公

里，新建输变电线路配套50公里，实现井井

通电。项目完成后不仅能提高农业抵御自然

灾害的能力，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也为美丽

乡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项目完成后，项目区将实现‘路相通、

沟相连、电井配套，旱能浇、涝能排’的现代农

田新格局，从而极大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

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一万多群众

将直接受益。”板店乡主要领导对项目实施充

满了憧憬。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王爱霞 赵笑晨）近日，记者从漯河

市财政局获悉，今年以来，漯河市按

照“保质量、提水平、促公平”的思

路，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大投入，以

推动支持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截至目前，全市财政部门提前下达

财政资金1.3亿元，其中：城市义务

教育学生免学杂费补助金973万

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免教科书资

金1566万元、农村义务公用经费补

助资金9618.2万元、农村家庭困难

寄宿生生活补助金963.1万元，资助

农村困难学生23760人，保证了学

校正常运转，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

实现公平均衡发展。

据悉，漯河市各级财政部门及早

做好预算编制和指标安排，保障资金

及时足额到位，做好免费教科书提供

工作，继续为所有农村义务教育小学

一年级新生免费提供正版学生字典，

为农村学校正常运转提供资金支

持。在此基础上，该市规范落实各项

补助金，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资金

按年生均小学600元、初中800元，

特殊教育年生均5000元标准进行补

助，继续落实年生均30元取暖费补

助标准。家庭困难寄宿生生活费补

助金按照小学生每天4元、初中生

（含特教生）每天5元标准执行。

本报讯 （通讯员张庆元 袁永

强 记者曹国宏 ) 4月1日，春雨连

绵，在南阳市宛城区茶庵乡袁黄庄

村，五保户袁清溪指着自己新落成

的两间平房，高兴地说：“多亏政府

的危房改造政策，终于让我住上了

新房子，要不赶上这下雨天我又得

发愁了！”据袁清溪介绍，该房建成

投入1万元，其中危房改造补助资

金就达到了8000元。

近年来，宛城区始终把关注民

生、改善民生作为区委、区政府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坚持以人

为本，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程，加快

社会事业发展，2014年全年用于民

生领域的支出达17亿元，占支出总

额的73％。

去年，宛城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

作进一步加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就业、城镇就业、城镇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工作均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零

就业家庭动态归零。全区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参保31.7万人，参保率达

96%；城乡低保补助款、五保供养专

项资金均按时足额发放；保障性住房

建设取得新进展，12878套保障房已

全部开工建设，部分已经封顶，农村

危房400户改造任务全部完工。

持续提高卫生服务水平，全区新

农合参合率99.55%，人均筹资总额

提高到380元；区120急救指挥中心

和工业园区急救中心已开工，金华、

高庙、汉冢3家卫生院改扩建工程正

在建设；市二院成功晋升为国家三级

甲等医院，成为全市唯一一家县级三

甲医院。宛城区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全年共投入科研资金7000余万元，

承担市级科技创新项目10项，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奖10项、市级以上科

技进步奖6项、专利150项。深入推

进全民健身工程，全区80%以上社

区、90%以上的行政村安装了体育健

身设施。

统筹发展城乡教育，实施城区中

小学新建改扩建和农村薄弱学校改

造，抓好14个学校教学楼和19个学

校餐厅建设，南阳市第八小学工程开

工建设，永和苑学校主体工程已封顶；

投入农村薄弱学校校舍维修改造资

金2450万元，建设校舍1.64万平方

米、食堂餐厅6050平方米。同时积

极推进群众文化工作，各级文化馆、站

免费开放，文化大院、文化书屋建设水

平不断提升。

灵宝市

道德总堂传递正能量

潢川县

全省率先推出养殖
企业主体责任制

“啪啪啪啪……”农历羊年二月初十，正

阳县真阳镇庞桥新村的闹市处，一阵鞭炮声

引来了周围的乡里乡亲。升腾的烟雾中，只

见“春来生活超市”的牌匾，端端正正地悬挂

在一座小楼二楼的门沿上。

“‘牌疯子’开超市了！‘牌疯子’戒赌

了！”在乡邻牌友们的一片点赞声中，这则重

磅消息像长了腿一样，不胫而走。

“牌疯子”真名李辉，更有人叫他“牌油

子”“牌司令”，在方圆十里八村“知名度”极

高。5年前的他，有房有车有积蓄，根本不差

钱。自打跟“赌”字结上缘后，从三十五十元

输起，直到输得卖车卖房。几年之间，他输

掉了家产，输掉了尊严，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只“赢”了个“牌疯子”的外号。

今年春节过罢，村支部副书记陈光又来

到他家。大白天，李辉还在蒙头大睡。此时

的他可谓自暴自弃、不求进取。来庞桥村当

大学生“村官”的3年里，陈光早已记不清去

了他家多少趟，跟他打了多少“口水仗”。

李辉是陈光的帮扶对子。为了让浪子

回头，他可是想尽了办法，伤透了脑筋，可

“牌疯子”依然很任性地赌着、混着。庞桥是

河南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又是第四批全国文

明村镇。连个“牌疯子”都拿不下，自己还当

什么大学生“村官”?搞什么结对帮扶?今后

的农村工作还怎样干?

为此，陈光想了个新招。这天，他请来

了李辉未过门的儿媳妇的父母。3个人的

连番规劝，终让“牌疯子”的“赌山”冰雪融

化……“赌博害死人，再赌我就不是人！”

“再不赌了，咱说话算话，得让孩子们看得

起，让老少爷们看得起。”

在庞桥村“两委”的帮助下，李辉申请了

小额创业贷款。二月龙抬头的月份，他的

“春来生活超市”如期开张了。妻子看店，他

和儿子在家门口的维维粮油公司上班，家庭

月收入超万元。春天来了，儿子的婚期也快

到了。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憧憬着新的生活。

“牌疯子”开超市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方芳李秋真 周云辉）当前，小麦苗

情发展已经进入关键期，漯河市源

汇区多个部门联动，为农户提供各

种服务，扎实推进麦田管理。

该区完善区、乡、村三级网络体

系，对群众需要的化肥、农药采取电

话预约，增设化肥销售临时网店

（点），只要一个电话，各个农资销售

网点就会把化肥、农药等农资送到

田间地头和农民家门口，以减轻农

民的生产成本。

据了解，截至目前，源汇区供销

社系统已备化肥3100吨、300多万

元的农药农膜和日用品，切实保障春

耕生产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该区农

林局还通过广播电视、发放技术资料

和送科技下乡等形式，对农民进行农

作物防病治虫、科学施肥等培训，及

时发布病虫害的监测报告和趁势预

警，指导农民适时开展防治。与此同

时，20名农技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

地头，分类指导群众进行麦田肥水管

理等，确保技术到人、措施到田。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海军）3

月30日，在舞钢市杨庄乡陡沟村红卓有机

草莓采摘示范园，碧绿的叶子映衬着白色小

花，一颗颗鲜红的草莓掩映在绿叶白花之

间，10余个村民有的在采摘成熟的草莓，有

的在疏花疏果。

“这种草莓叫‘章姬’，个头大，颜色鲜，

有一股奶油香味，大家都叫‘牛奶草莓’，市

场卖得很好。”园主李涛介绍道。

李涛是舞钢市草莓种植大户之一，现有

10亩草莓大棚，13个草莓品种，草莓上市时

间从11月到翌年5月，持续7个月，除去各

项支出，年获纯利10万多元。据李涛介绍，

他栽培大棚草莓不到3年，但对发展这个产

业很有信心，原因主要是当地政府在政策、

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比如土地流转、

大棚建设等都有资金支持。

“栽培草莓要想赚钱，就必须得到消费

者的认同。”李涛说，为了确保草莓产品质

量，让广大消费者放心，他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生产记录体系，在大棚内安装摄像头，消

费者可以随时查看整个生产过程。而且，他

还实行有机种植：移栽前施农家肥、豆饼肥

等做底肥，产中以沼液等滴灌方式进行施

肥；病虫害防治坚持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相

结合，从而确保种出的草莓无公害。

近年来，为了推进都市现代农业的发

展，舞钢市着力于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建

设，使草莓产业实现从零散生产向规模化、

标准化生产跨越，成为农民增收新的增长

点。目前，舞钢市草莓种植面积达1000余

亩，平均亩产2000多公斤，栽植品种有30

余种，主要以高标准的温室设施草莓为主。

提前打个电话农资送到地头

漯河市源汇区扎实推进麦田春管

高标准农田建设润民心汝南县板店乡

温室种草莓 年赚十万元舞钢市农民李涛

农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