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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天的南阳大地万亩葱翠、鲜花烂漫，4月17

日，记者在南阳市“三亮三评”发源地、基层组织建设先进

县唐河县采访，所到之处升腾着全面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

织建设、着力服务群众的浓厚气息。

唐河县委书记刘明杰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唐河县委

围绕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强力实施‘强基’工程，

狠抓党建责任制落实，扎实开展‘三亮三评’活动，深化拓

展‘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着力完善党群服务平台建设，推

进了基层组织建设上水平上台阶。”

建立健全领导机制，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该县坚

持“书记抓、抓书记”，层层传导压力，夯实党建责任。唐河

县委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组长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组建

了由组织部牵头，县纪委、宣传部、统战部、县委办为成员

的党建合力团，县委常委会每月听取1次合力团汇报，专

题研究党建工作。

加大财政保障力度，强化主体责任落实。2015年，该

县将村级组织工作经费、基层党建工作专项经费和乡村基

层干部培训工作经费共5200万元列入了县财政预算。并

进一步加大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力度，2015年全县计

划投入992万元，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160个无村级活

动场所村和硬件建设不达标村进行整修重建，确保每个村

（社区）都实现有场所议事、有平台服务、有场地活动。

咬紧目标突出重点，真抓实做便民利民。在“三亮三

评”工作上，切实在真抓实做、完善细节上下功夫。每个党

员充分结合岗位职责和个人特长，采取个人提出、党小组

评审、支部研究确定的办法，每人提出两条以上承诺事项，

做到具体到人、量化到点，落实到事；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上，着力抓好村（社区）的规范运用和向村（居）民小组的

拓展延伸，重点完善该工作法情况的公示，全县目前已经

确定247个村民小组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确

保年底前50%以上的村民小组能够规范运用“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在党群服务平台建设上，着力完善县乡村组

四级服务网络体系，进一步完善服务工作制度，全县22

个乡镇（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统一设立了农业服务、劳动

保障等7个窗口，初步形成了以县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

以乡镇（街道）综合服务中心为主体，以村（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为支撑和村民小组（社区网格）便民服务点为补充

的工作格局。

唐河县村级组织服务场所建设完善，“三亮三评”活动

让每一名党员都有了自己切合实际的努力目标，基层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步履更加扎实，群众对党员和党组织的满意

度也更高了。

①①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黄华）4月21日，

记者从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上获悉，驻马店市在本

届洽谈会上共签约项目42个，投资

总额348.9亿元。

驻马店市及该市各县区高度重

视本届投洽会的邀商、签约工作，重

点邀请国内外500强企业、龙头企

业、有投资意向的企业高管参会，以

项目洽谈对接、优势产业推介、重点

项目签约为主要形式，展示驻马店

的良好形象。

驻马店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星

说：“年初以来，驻马店各县区抢抓

机遇，坚持大招商全年不断线，主要

领导实行‘二分之一’工作法，组成

了多支小分队奔赴长三角、珠三角、

京津环渤海地区开展项目对接洽谈

活动，共促成了一大批项目签约，取

得了招商引资工作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

王秋生权力）4月21日，孟州市人民

政府在第九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电子商务发展高层

论坛暨项目洽谈会上与阿里巴巴集

团就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合作方面达

成合作意向协议。孟州市被确定为

我省农村淘宝第一个试点县，成为阿

里巴巴进军河南农村市场的第一站，

填补了河南无农村淘宝的空白。

农村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为服

务农民、创新农业、推动农村发展推

出的一项战略举措。通过农村淘宝

项目，阿里巴巴推出“千县万村计

划”，在3～5年内投资100亿元，建

立10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0万个

村级服务站，普及村民对电子商务

的认知和理解，突破信息和物流的

瓶颈，解决农村买难、卖难问题，实

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

向流通功能，促进全市农村农副产

品的销售和各产业协调快速发展，

打通由城市到农村的物流和信息通

道，构建城乡结合的农村电子商务

网络体系，最终让农民在家中零成

本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便

利生活，让农民足不出户通过电子

商务平台就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日

用品、农资产品等，提升农民生活水

平，改善人居环境。

目前，我省农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时期，农民也面临着从传统种养的“老农人”到新一代懂技术、懂市场、懂营销的
“新农人”的转变，其中，有不少青年投身农业创业之中，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农民。自今日起，本报推出“新青年·新农人”专栏，记述他们的
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现在的农村究竟是哪些人在种

地？除了中老年人、留守妇女、少数离

不开家的年轻人外，还有越来越多的

新农人——理念新、脑子活、懂经营

的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中有返乡创

业的企业家，有怀揣梦想的大学生，有

土生土长的种田能手。这些新型农

民，正是农村农业发展的希望所在！

随着年轻人大量进城，留在乡下

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当下现实。

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因为，事实

很清楚，大家要是真的都留在老家种

地，一人也就是亩二八分地，再高产

再精耕也挣不了多少钱，想富裕更是

做做梦而已。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

给规模化经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而规模化经营，却是农业现代化的必

由之路。一亩地挣不了几个钱，成百

上千亩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这也是一个发展趋势。有数字

为证，到2014年年底，我省的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已达9.2万家，种粮大户

3.9万家，家庭农场1.6万家，全省各

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6600多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迅猛发展，除了

政策推动等因素外，新型农民的大量

涌现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

有不少人曾惊呼，农民都进城、

进厂了，将来谁来种地？我们的回答

很肯定：新农人！

最近，一群息县摄影爱好者冒着小雨赶到息县曹黄林镇

娄寨村，他们要来这里拍摄火龙果，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娄

星在这里把这种热带水果种得有声有色。

摄影爱好者到来时娄星正在大棚里和工人们一起给火

龙果剪枝。离开大学种了两年火龙果，娄星看上去还是一个

大学生，不同的是，他已用熟了园艺剪。

“你们来得好，天气一暖和起来，火龙果就能摘着卖了。”

娄星乐呵呵地对他们说，“咱这儿的人到现在还以为它是仙

人掌，不相信能结出果呢！”

娄星相信它能结出果。2013年毕业时他说服了父亲，

在姐姐的资助下，他建起了70余亩的火龙果园，开始了整日

在大棚里劳作的日子。从选果苗到模拟南方的生长气候，再

到施肥剪枝的日常管理，娄星慢慢成长为一个技术型果农。

和儿子一起劳作了两年，娄星父亲心里还是不踏实，他

说：“农村人辛辛苦苦上完大学，就指望着不再种地，结果回

来种水果，邻居都说我的孩子‘瞎搞’。”

但娄星有他的想法：“我们这儿没人种这些高档水果，整

个信阳市都没有，南方运来的都很贵，我相信我的创业有广阔

的空间。”

娄星说得很对，广东的火龙果旅行一天来到息县，要卖

到50元一斤，台湾过来的还要贵。为了适应长途运输，必须

提前采摘，也就是说，当下在息县是没有机会吃到新鲜的火

龙果的。

眼下，娄星的火龙果正慢慢长大成熟。想到这些，娄星总

不免激动，大家资助来的200多万元，两年来的汗水，就要有

回报了。

同村的娄和福在娄星的大棚里帮工，他终于相信这仙人

掌似的东西能结出果了。

“一定能卖上好价钱！”娄和福说，“咱可以等熟透了再

摘，肯定比超市里的新鲜，比超市里的甜。”

“今年夏天第一茬果子上市，能收6000斤吧。”娄星说，

“一年比南方少收两茬，就算收6茬，每斤35元，能收回一半

以上的投资。明年起就进入了稳步盈利期。”

“明年再多种两棚，咱村的人都等着来干活呢。”一旁劳

动的村民李忠芳说。

娄星告诉记者：“在很多人眼中，农业好像专属于农民，代

表着脏、累、苦，属于低端行业，可以说现在的大学生很少有人

选择这个职业。尤其是辛辛苦苦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刚

毕业那会儿，其实心里的压力远大于身体的劳苦，因为周边人

的不理解会引来太多的非议（如：大学一毕业就回来种地，真

是白读了，浪费钱等）。但我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必须坚持下

去，因为我相信，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事在人为！”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日，我省发

布《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对我省2015年普通高

招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和安排，

其中有不少新政推行。

新政一考生不得自带文具

2015年普通高考将进一步加大对考

试舞弊行为的打击力度。在坚持以往人防

技防基础上，今年将增加一线监考人员数

量。另外，为进一步防范利用高科技手段

作弊，将要求参加考试的考生不得自带文

具，考试所需文具由考区负责统一解决。

新政二 加分项目全面“瘦身”

从今年起，高考将取消获得体育

特长、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科

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

德有突出事迹等相关奖项、名次、称号

的考生的高考加分资格。考生的相关

特长、突出事迹、优秀表现等情况记

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供高校录取

时使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田明）为了提高农村学

生升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按照教育部要

求，2015年我省高招面向农村学生继续

实施三项“专项计划”，三项“专项计划”具

体指什么？4月22日，记者专门采访了省

招办相关负责人为考生答疑解惑。

问：2015年我省面向农村学生实施

的三项“专项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

答：三项“专项计划”具体是指：农村

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国家专项

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项计

划）、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

划（地方专项计划）。

问：三项“专项计划”的具体招生对

象和报名条件分别有哪些？

答：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国家专项计划）申请考生须具有国家连

片特困地区重点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国家确定的26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

和12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连续3年

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

际就读、符合2015年统一高考报名条

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4月21日，郑州大学公布了2015年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计划，今年高招，郑大面向全省

38个贫困县及县以下中学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

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入选者高考成绩达一本线即

可录取。

今年郑大面向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的专业共有

20种，其中，理工类13种，包括：机械工程、水文与

水资源工程、地理信息科学、工程力学、环境科学、

化学、安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物

理学类。文科7种，包括：汉语言文学、公共事业

管理、法学、历史学、社会工作、旅游管理、教育学。

郑大农村学生单招范围仅限于我省26个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及1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县的县级及以下中学的考生，并且，报名考生及

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当地农村，本人

须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和当地高中连续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郑州大学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即日启动网上报

名，报名网址为：http://gaokao.chsi.com.cn/

gxzxbm。

（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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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冯佳志通讯员 韩学广孙燕

驻马店市

签约项目42个
投资总额348.9亿元

孟州市

成为全省农村淘宝
第一个试点县

■聚焦投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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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星：种火龙果的大学生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马童 余江 文/图

娄星在为火龙果剪枝娄星在为火龙果剪枝

娄星：1990 年生，

属马，2014年河南大学

毕业，所学专业：地理

信息系统。

人生格言：路在人

走，业在人创，事在人为！

点评▶▶
新农人新希望

□本报评论员王东亮

考生不得自带文具 多个加分项目取消

【高考·解惑】

面向农村考生的三项“专项计划”是啥

【高考·动作】

面向38个贫困县定向选拔

今日导读

8版手机质量成热点投诉居高不下

6版

我省2015年畜牧业财政项目启动
财政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六大领域

追寻“四有”书记谷文昌故乡成长历程 5版

郑大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