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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刘珊王峰 记者黄华）走

进汝南县产业集聚区，到处都是一片繁忙的景

象：宽敞平坦的园区大路上穿梭着装载货物的

卡车；电动车生产车间,一辆辆漂亮的电动车

依次下线……

近几年来，汝南县加大产业集聚区建设，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将主导产业确定为

以新能源电动车为主的装备制造业，开展定向

招商、延链补链招商和以商招商。在产业集聚

区内规划了12.5平方公里的新能源电动车产

业园区，将资金、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向主导

产业倾斜，支持主导产业发展。

该县将浙江台州、江苏无锡、天津三大电

动车生产基地作为招商引资首要目标，先后引

进了立马、绿佳等15家整车企业，海翔模具、

永长仪表等32家配套企业。2014年电动车

整车产量150万辆以上，配套零部件产量200

万套以上，涵盖产品研发、原料加工等新能源

电动车产业全链条，成为全省最大的电动车零

配件生产集散地。

河南立马新能源产业园是由浙江立马车

业集团总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总投资32亿

元，于2011年8月开工建设，2012年6月30

日正式建成投产，从奠基到开工仅用了10个

月时间。

立马电动车项目的顺利落地，为拉长新能

源电动车产业链提供了有力支撑。立马电动

车正悄然崛起成为当地产业链条中的“领头

雁”，延链补链激发出电动车产业“雁阵效应”。

在成功引进立马集团入驻之后，汝南县又

引进总投资30亿元的绿佳车业生产项目。随

着立马、绿佳等一大批整车生产企业落户汝

南，五星钻豹、海翔模具等30多家电动车生产

及配套企业也逐渐落户汝南，拉长了产业链

条，培育和壮大了新能源电动车支柱产业。

电动车产业在汝南迅速崛起，走出了一条

从无到有，从单一整车生产到整车生产、零部

件配套、研发创新、销售服务等为一体的集群

跨越式发展之路。

据汝南县产业集聚区负责人介绍，产业集

聚区将着重在培育新能源电动车产业集群发

展，完善基础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强化土地集

约利用、政策资金支持等要素保障上下功夫，

加快集聚区与新城区互动融合发展。力争到

今年年底，全县电动车整车产量达300万辆以

上，配套零部件达400万套以上，全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180亿元以上，创税收1.5亿元以

上，新增从业人员3000人。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世冰）4月

3日，记者一行在清丰县韩村乡濮水庄园看到：

桃树、梨树、苹果树等树木纵横交错、郁郁葱葱，

一只只憨态可掬的大白鹅成群结队地穿梭在树

林中，清新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游客观

光留影。

眼前这座大规模、现代化的种植养殖基地

是由清丰县巾帼创业标兵苏新智创立的。苏新

智原本在濮阳城里拥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她发现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绿色食品、无公

害食品备受消费者青睐，尤其是水果市场前景

可观，这让苏新智下定决心放弃工作，到农村种

植果树。

经过精心考察，苏新智发现韩村乡染村自

然环境优美、政府服务到位，便通过乡政府流转

了230亩土地，就此“安营扎寨”。针对消费者

偏好和市场需求，她选定了核桃、苹果等树苗植

入果树基地。听说林下养殖节约成本、保护生

态，苏新智便购买了3万多只鹅苗，散养在果树

下。鹅吃虫子、杂草，确保了果树的健康生长，

清洁了庄园环境。鹅排泄的粪便，被工人直接

翻入土中，就地变成果树的“绿色营养餐”。“杂

草-鹅-粪便-果树”的循环经济模式就此形成，

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成本12万元。

对于产品的销路，苏新智毫不担心。因为

产品营养价值高、极具稀缺性，庄园里的鹅和水

果十分走俏，许多酒店、商场纷纷上门排队抢

购。据苏新智粗略估计，水果一年可收入70万

元，鹅蛋和肉鹅一年可收入40万元。

像苏新智这样在农业中探索出新路子的

在清丰县还有很多。近年来，清丰县在重点抓

好工业发展的同时，不断探索农业发展新思

路。该县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林下循环养殖种

植经济，拓宽了林业经济领域，促进林下种植养

殖的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和产业化发展水

平。目前，清丰县有林禽、林畜、林药、林下产品

加工、林下生态旅游等多种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每年助民增收1000余万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艳丽牛明

远）在舞钢市武功乡同关李村的一个普通农家

小院里，常年飘着一面国旗。每隔一段时间，国

旗褪色后，主人都会换上一面新旗。一面国旗

寄托着主人对党和祖国的感恩之情。

4月7日，记者走进这个农家小院，一位60

多岁的老人在东屋的房顶上换新国旗。老人叫

李子明，是同关李村的村医，这个农家小院的主

人。升完国旗，他笑着说：“旗飘在外面，风吹雨

打日晒的，时间长了就褪色了，所以我每隔一段

就要换一面新的，经常看着鲜艳的国旗飘扬，心

里舒坦、得劲儿。”

看着他的高兴劲儿，记者不解地问：“你为

什么想起在院子里升国旗呢？”听到这个问题，

老人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8年前。

他家有五个孩子，1997年，老五也像哥哥

姐姐们一样，顺利考上了大学。李子明想：应该

让孩子们记住，他们能考上大学，是因为党和国

家的好政策。为了提醒孩子们记住党的恩情，

不要忘记回报党和国家，李子明干脆就在家里

的房顶上竖起旗杆，升起一面国旗。此外，挂国

旗还有纪念孩子全部考入大学的意义。从此，

国旗就飘在了这个农家小院，成为一道与众不

同的风景。

“国旗已在俺家飘扬18年了，一般是每三个

月换一次。遇到春节、国庆等大的节日，如果国

旗褪色了，也必须更换。换旗时，如果老伴和孩

子、孙子们在家，他们就和我一起换，来个小小的

升旗仪式，好让他们牢记为什么升国旗。如果孩

子们不在家，我就一个人换。”李子明说。

领着孩子来找李子明看病的西平县出山

乡村民武枝说：“农家院里挂国旗，我所见到的

这是第一家。每次领着孩子来看病，看到他家

的国旗，都有一种触动，我都会给孩子讲他家的

故事，有时还会请李大夫给孩子讲有关国旗的

故事，以此鼓励孩子。”

4月7日，在洛阳牡丹城广场，2015年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欢歌·广场文

化狂欢月”活动上演戏曲专场，演员们演

出的豫剧《红娘》令老戏迷们欣喜不已。

该活动内容包括专场文艺演出、百姓舞台

等58场。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 (记者侯博 通讯员张增峰

朱广民）“县畜牧局为我们上了意外伤害

险，今后俺能放心地给牲畜打防疫针啦！”

4月7日，民权县城关镇动物防疫员王峰

高兴地说。

长期以来,广大乡村级动物防疫员默

默工作在动物防疫的第一线,从事着辛苦

的畜禽防疫任务,在防疫工作中时常发生

被牲畜咬伤、撞伤等意外伤害。为切实加

强对动物防疫员的人身安全保护，最大限

度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伤害，民权县畜牧

部门为全县160名乡村级动物防疫员统

一投保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为每人交

保费100元,其中意外伤害事故保障5万

元,意外医疗保障9000元，切实解决了动

物防疫员的后顾之忧。

民权县为基层动物
防疫员投保

4月7日，内黄县东庄镇农民在梨园内为梨树疏花。眼下，内黄县东庄镇5000亩黄金梨梨花盛开，如枝头挂雪，芳香四溢。

刘肖坤摄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周桃龙）“许多大户荒山造林

都需要侧柏等乡土树种，今年这

些苗木供不应求，明年要扩大规

模……”4月7日，淅川县国营苗

圃负责人凌天淅告诉记者。

近年来，淅川县在造林绿化

工程中，首推乡土树种，有效提

高造林成活率，2014年以来，全

县共点播油桐、橡子和栽植黄

楝、侧柏等优良乡土树种5.8万

亩。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和核心水源区，生态区位

重要，荒山面积大，有着丰富的

乡土树种资源。为利用好现有

的乡土树种资源，该县一方面对

现有柿树、柑橘等乡土树种进行

抚育和改良，推广先进管理技

术，大大提高林果经济效益。另

一方面加强和中国林科院联系

并成功实现合作，启动实施了国

家级林木种子资源平台建设，对

全县乡土树种进行调查，以国营

苗圃和林木种苗繁育中心为依

托，建立鹅掌楸、三叶木通等5个

繁育优良乡土苗木种子园，进行

选种试验，建立优良品种培育基

地，为全面推广优良乡土树种打

下基础。

为鼓励企业大户发展乡土

树种，该县规定，凡在境内主要

公路两侧集中连片高标准营造

500～1000亩侧柏、黄楝等乡土

树种，经验收成活率达85%以上

的，每亩除第一年补助种苗费

外，第二年和第三年分别再补助

50元和10元管护费。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近

日，封丘县留光镇北侯村的孤寡

老人刘雨凡收到了300元慈善

救助金、一袋面粉和一壶食用

油。令他感动的是，他收到的这

些钱物是由村里成立的“慈善协

会”提供的，和他一样，本村的其

他特困户、重大疾病患者、孤寡

老人和孤儿等贫困弱势群体都

收到了这样的爱心款物。

北侯村民风淳朴，乐善好施

一直是村里延续下来的传统。

近年来，许多在外创业的成功人

士都有回报桑梓、援助贫困乡亲

的愿望。怎样把成功人士分散

的力量集聚起来，帮助更多的

人，创建一个合适的“平台”成为

众望所归。2015年新春伊始，

“北侯村慈善协会”在刘社强等

人的组织下成立了。

据了解，“北侯村慈善协会”

将通过采取“一日捐”、“定向

捐”、“助学助医”、“安老济困”等

多种形式，为村里的弱势群体提

供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

“通过慈善协会有组织有计

划地救助这些贫困的乡亲，以后

他们的任何难关，慈善协会帮他

们渡过，希望我们的家乡以后再

也没有弱势群体。这就是初

衷。”刘社强说，“虽然目前协会

规模较小，但向善的种子已经在

北侯村播撒，农民朴实的慈善梦

想在一步步生根发芽。已经有

不少村民提出申请，希望加入慈

善队伍。”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永安 于吉良 贾新跃）在鲁

山县张良镇闫洼村徐海岗家

里，是新建的三层楼房，室内摆

放着崭新的家具。“这几年我外

出卖小饰品站住脚了，家里土

墙瓦房翻建成三层楼房，你看

又花两万多元置办了电器、家

具，过上了和城里人差不多的

生活。”4月2日，徐海岗兴奋地

告诉记者。

闫洼村是以种植粮食为主，

收入有限。为增加群众收入，村

“两委”号召有经商意识的村民

到邻近的磙子营乡小杜庄村学

习外出卖小饰品的经验。此后，

徐海岗和爱人在农忙之后，就赊

来小饰品外出到陕西、内蒙古等

地销售。出去一趟两个多月时

间，除去各项开支，一般能挣2万

至3万元。在他的影响带动下，

该村有近一半村民加入了卖小

饰品的队伍。他们或夫妻同行，

或父子同伴，足迹遍布全国各

地，形成了小有名气的小饰品销

售专业村。

随着收入增加，销售形式也

在发生变化。以前是背着大包

小包的小饰品外出卖，现在都购

买了面包车或小型厢货车，除卖

小饰品外，还经销一些精品百货

等。一年除农忙在家外，其余时

间都在全国各地销售小饰品。

小饰品改善了该村群众的

生活环境，圆了村民新居梦。该

村党支部书记徐言申说：“到俺

村来，看到谁家的房子盖得好，

不用问，准是卖小饰品的。”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侯丽君）“镇上干部调解后，俺

知道错了，以后要以村利益为

主，不能自己想咋做就咋做。”4

月2日，汤阴县宜沟镇大青山村

村民张大伯因为宅基地问题和

邻居发生矛盾，经过村调解员调

解后，不仅向村里承认错误，还

亲自向邻居道歉，得到了邻居的

原谅，两人化干戈为玉帛，重修

旧好。

近日，走在宜沟镇街头，诸

如“平安宜沟你我共建”、“美丽

家园和谐相处”的宣传标语随处

可见。

为给群众创建一个和谐文

明的生活环境，使村民安居乐

业，宜沟镇在全镇范围内大力

推行“平安宜沟”活动。全镇成

立村级调委会56个，确定民事

调解员147名，集中对全镇治安

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对所排查

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归类梳

理，做到底子清、情况明。并开

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发动工作，

印发宣传资料1万余份，刷写固

定标语121条，在辖区醒目位置

制作大型喷绘3块，镇、村办板

报13期次，张贴宣传资料300

余份，出动宣传车巡回在56个

行政村进行宣传，积极动员和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参与意

识。在此基础上，还加强治安

防控体系建设，建立群众联防

组织，确定治安信息员，对重点

场所、突出治安问题进行整治，

成立11人的镇巡逻队，加快推

进监控平台建设，为发展经济

和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目前，该镇已解决

调解纠纷20起，处理应急事件

3起，制止违法行为1起。

新能源电动车成支柱产业汝南县

信阳市雨后
大面积开采信阳毛尖

“循环经济”助农增收千万元清丰县

国旗飘在农家小院18年舞钢市

内黄 春来到 梨花开

淅川县

推广优良乡土树种培育

封丘县北侯村

小村子里有了“慈善协会”

鲁山县闫洼村

村民卖起小饰品
盖房买车圆富梦

汤阴县宜沟镇

推行“平安宜沟”
共建和谐家园

本报讯 （记者王志昭 通讯员杨济

公曲晓青）近日,新乡市政府印发实施了

《新乡市城市河流清洁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2015年全面消除

垃圾河，2016年全面消除黑臭河。

《方案》指出，按照“一年新变化、三年

见成效、五年水更清”的总体目标，争取经

过3至5年的努力，使城市规划区内河流

水环境质量达到一般景观用水标准，重点

河道形成水质清澈、环境优美、风景宜人

的绿色生态景观。

新乡市实施城区
河流清洁行动

近日，荥阳移动用户任先生遭遇被“批量

开通”手机上网功能的情况，手机流量悄悄“溜

走”，损失的话费却无人承担。4月7日，本报

二版刊登《荥阳移动公司：强制消费几时休？》

一稿报道了此事。看到报道后，郑州移动公司

负责宣传的董女士联系本报记者，表示将在调

查之后向本报回复结果。

4月8日下午，董女士将调查结果向本报

进行了回复。她表示，为了让用户更好地使用

手机的各项功能，郑州移动公司市场部一般会

以电话的形式建议用户开通上网功能，对于同

意开通上网功能的用户，市场部会进行批量开

通。任先生这种情况属于市场部工作人员的误

操作，把他当作已经同意的用户进行批量开通

了。目前，公司已经对进行误操作的当事人——

牛姓工作人员，进行了“留用察看”的处理。记

者向董女士提出要一份书面调查结果，但被告

知公司目前还没有书面调查结果。

对于这种解释，任先生表示不能接受。他

说：“这明显是在搪塞、敷衍用户，移动公司单

方面开通我的手机上网功能之前，我压根儿就

没有接到类似的营销电话，也没有回复过什么

‘同意’或者‘不同意’。 就算是移动公司误操

作，开通时是不是应该给用户发一条提醒短

信？为了保障用户的权益，移动公司让用户设

置了服务密码。可是到了开通业务的时候，移

动公司一个‘误操作’就可以绕开用户的服务

密码，单方面进行开通。请问服务密码有什么

用？这是怎么保障用户权益的？我想不明白，

也理解不了。”

截至4月8日，任先生的移动号码被开通

上网功能，已经形成了187.46元的相关流量

费用。“通过话费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到，我的手

机分分秒秒都在消耗着流量。”任先生说。

据了解，任先生已经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荥阳分公司起诉至荥阳市

人民法院，诉讼请求包括被告承担单方面开通

手机上网业务产生的费用，赔偿原告精神损失

费1元，法院向被告公司发出合法经营、遵法守

纪的司法建议书等。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

4月7日，本报刊发《荥阳移动公司：强制消费几时休？》一稿，报道了荥阳移动用户遭遇被“批量开通”手机上网功能的情
况。4月8日，郑州移动给出回应：这种情况属于市场部工作人员的误操作。对此，被开通上网功能并产生100多元流量费用
的任先生表示无法接受，遂将荥阳移动公司起诉至荥阳市人民法院——

移动用户权益如何保障？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冯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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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尹小剑）4月8日，信

阳毛尖主产区的浉河区茶山上，随处可见

采茶工在采茶，黑龙潭一茶场负责人付文

秀告诉记者：“由于前几天连续阴雨天，今

天雨过天晴，信阳毛尖开始大面积开采。”

据了解，信阳茶园面积187万亩，今

天已经大面积开采。茶农介绍，今年雨水

充足，茶质量好，价格与以往价格基本持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