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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沛洁郭

琳）4月28日晚，在叶县人口文化广场举办

的“荣耀与传承”庆“五一”文艺晚会上，少先

队员们将鲜花送给5位身披红色绶带的老

人，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这些老人是上世

纪70年代以前的省级以上老劳模。”该县总

工会主席申红霞激动地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叶县涌现出了许许多

多享誉全国的劳动模范。因为历史原因，大

部分劳模的影像、文字资料已受到不同程度

损坏、遗失。尤其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

的劳模，已经没有了档案。为了让人们永远

铭记这些功臣，今年初，叶县开展了一场抢

救性的“寻找劳模足迹，传承劳模精神”搜寻

工程。

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老劳模们或退休，

或外迁，甚至离世，加之大部分企业改革转

制、搬迁等原因，让寻访工作变得困难重

重。为了找到他们，工作人员甚至到省总工

会、省档案馆、许昌总工会、许昌档案局等地

方查找资料。申红霞介绍，为了找到一位老

劳模的材料，他们通常需要翻阅几百本泛黄

的人事档案。他们还在当地电视上播出了

寻找劳模的通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

到了近30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省级以上

劳动模范。

此次寻找劳模活动，也得到了该县各级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带着党和政府的关

心，他们逐个到这些劳模家里进行家访、座

谈，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以便日后对有困

难的进行帮扶救济。

刘桂显，1952年荣获省农业战线劳动

模范，年仅16岁的她率先在全县成立了第

一个互助组，如今，她已是一名83岁的老人，

当见到寻找人员时热泪盈眶，她用颤抖的声

音说：“感谢党和政府，还这么惦记着俺！”

最终，经过逐个家访，他们发现已有20

多位劳模离世，仅剩下包括刘桂显在内的上

述5位劳模。当天的“庆五一”晚会上，他们

为这些劳模披红戴花，进行了隆重的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李超峰 记者曹国宏）

这几天，实现县、乡、村各级单位、组织全覆

盖的《方城信息》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2015年各乡镇（街道）党建公示。一时间，这

个栏目成为方城县干部群众共同关注的焦

点。

党建公示为何会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关键在于公示的内容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如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何实现科学、民

主决策，如何提高各级党组织特别是村级党

组织服务群众的质量和水平，统统都在公示

范围之内。

“新建招西村、平原村2个党群服务中

心，完成金银店村、砚山铺村等4个便民服务

站示范点建设及其他40个行政村便民服务

站建设，打造256个村民小组服务点”，这是

方城县独树镇党委党建公示的部分内容，该

镇党委书记包学强是落实党建工作公开承

诺的第一责任人。他认为，任务明确，项目

具体，操作性强，党员、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得

到，这应该是党建工作公示内容应达到的基

本标准。

谈到今年的党建工作公示内容，独树镇

金银店村支部书记朱国安兴奋地说，除了要

加紧完善相应的硬件设施，他们更注重在软

件上下工夫，要进一步规范服务群众的制度

和机制，持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

“以前总认为党建是党委、党支部、党员

的事儿，这次一公开，俺算彻底明白了，原来

抓党建就是想着法儿为老百姓多办好事儿、

实事儿，这种做法俺拥护！”从金银店村民刘

平安的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党建工作公

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成效已经初步显现出

来。

据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介绍，除在《方

城信息》上公示之外，各乡镇党建工作主要

内容同时还在各乡镇机关和各行政村公示，

这是提高党建工作透明度的措施之一。这

样做的目的：一方面让全县广大党员、干部、

群众广泛的理解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

归宿在于更好地服务群众，进而调动起广大

党员、广大人民群众关心、支持、参与、监督

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公示，

在全县上下形成党建工作比、学、赶、帮，明

争暗赛的良好局面，推动党建工作更有活

力、更接地气、更见成效。让全县党员领导

干部特别是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把

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

责、心中有戒”的谆谆告诫时时牢记在心，内

化为坚定信仰，外化为扎扎实实干好工作、

服务好群众的实际行动。

新乡市

利用微信圈
普及税法知识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段红生

朱朋）4月27日，郭建军的微信圈里收到

了新乡市高新区国税局的税收小知识，这

些税收小知识让他对企业的缴税有了新

的认识。郭建军说，以前不懂税法，交税

也糊里糊涂，现在是明明白白了。

据了解，新乡市高新区国税局充分利

用纳税服务QQ群、微信微博等平台连续

推送税收政策宣传信息，同时成立税收宣

传小分队，走进外国语小学课堂、豫北汽

摩配件市场和人流量较大的大型超市，用

通俗浅显的语言，从税收的历史、税收的

来源和用处、税收的分类等方面深入浅出

地向小学生、商户和过往市民们普及税法

知识。

对普通民众要普法，对纳税企业更要

精确到人。新乡高新区国税局开展纳税

人大走访活动，组织全局精熟业务的税务

干部下基层、走机关、进学校、到企业，全

面推进“税法下乡”和“税法赶场”，将税法

宣传资料送到纳税人手中，并面对面进行

政策解读、听取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确

保税法宣传到位、政策解释到位、纳税人

理解到位。

民权县

“求职微平台”
便民找工作

本报讯（记者侯博实习生杨风通讯

员刘伟）“俺试着拿手机扫了一下，工作还

真找到了！”日前，通过“庄周求职微平台”

找到一份货车司机工作的民权县程庄镇

蒋庄村民张广敏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拓宽就业服务渠道，方便群

众了解全县就业政策和招聘用工信息，民

权县人社部门“庄周求职微平台”正式开

通运行。该平台为城乡富余劳力、高校毕

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失地农民等群体提

供了全方位的求职用工信息、就业指导、

政策咨询等多项服务，公众只需拿手机扫

一下二维码，就可以关注此平台，并根据

自身条件找到合心的工作。

2012年8月，民权县被省发改委批准

为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设施建设项

目试点，该项目被省政府列为2013年“十

项重点民生工程”之一。目前，该县“一中

心、四站所”项目已近完成，其中，花园乡、

林七乡、北关镇、野岗乡四个乡镇就业和

社会保障服务站已于2014年4月份全部

投入使用，县城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也将于今年10份投入使用。

鉴于该县在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

务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显著成效，日前，经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评估

认定，民权县被确定为全国首批25个就

业和收入分配信息监测试点县，也是河南

省仅入选的3个县之一。

近日，记者来到沈丘县莲池镇鲁庄村的

柿子树，只见一排排、一纵纵的柿子树井然

有序。房前屋后，老人们在柿子树下扯家

常，孩子们在树前玩耍，一幅和美的乡村画

面跃然眼前。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我们这里才

好看呢，家家门前的柿子树上挂满了柿子，

十里八乡的人都来看，都夸我们村整得漂

亮。”提到自己村里的柿子树，鲁庄村的支部

书记鲁永福自豪地说。

好“柿”美了家园

鲁永福介绍，以往的鲁庄村，家家房前

屋后都种了不一样的树，树种太杂，看着也

不美观。为解决这个问题，2003年鲁庄村

委出资购买了柿树苗，要求村里每家每户领

一些回去栽种。几年过去了，这些柿子树长

得又漂亮又精神。

目前，鲁庄村共有柿子树1200多棵，分

为十道，每两米一棵。这些柿子树把鲁庄村

民的宅院前前后后围住，使整个村落形成了

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化布局。给鲁庄村营

造了春季赏花、夏季看叶、秋季品果、冬季观

枝的特别景观。

如今，柿树成荫已经成为鲁庄村的独特

风光。“好些个年纪大的每天早上都要在这

一道道柿子树林里跑一跑，都说咱村的环境

美得很，就算给套城里的房子也不想换呢。”

鲁永福说。

好“柿”鼓了腰包

“我们家有十来棵柿树，到了秋天，柿子

熟了，又大又红，树枝都要压弯。一棵树结

个一百多斤柿子不成问题。”村民孙美兰

说。鲁庄村的柿树品种好，果子甜卖相好，

孙美兰每次拉到集上去卖都很抢手。孙美

兰一直把她家的柿子树当成宝贝，“今年俺

家翻盖房子，俺跟孩子说，房子咋弄都成，柿

树一棵都不能动。”

鲁永福算了笔账：每户村民都有十来棵

柿树，一棵100多斤，10棵就是1000多斤，

每年柿子都能卖到一块多，这样算每家每年

能增收1000多块。能抵上一亩地的收成。

鲁庄村对他们的柿子树也有长远打

算。鲁永福说：“我们村这两年还打算弄个

采摘柿子的农家游，让周边城里的人来我们

村玩玩，看看我们的好风景，顺便也给我们

村创创收。摘不完的柿子做成柿饼，来个深

加工，更能卖个好价钱！”

本报讯（记者王侠通讯员魏永

伟杨勇）近日，永城市太丘镇积极开

展作风纪律集中整顿活动，组织全镇

党员干部开展“党员干部六到户，提

升群众满意度”专题服务活动，切实

把工作任务落实到人，优质服务做到

家，促进党员干部作风转变。

据了解，该镇制订了专题服务

活动实施方案，要求每个党员干部

必须坚持工作在一线，工作目标业

务督查在一线，矛盾排查在一线，问

题解决在一线。明确每名镇机关党

员干部包驻一个村、帮扶一个家庭、

关爱一名留守儿童、一位孤寡老人，

切实做到法律法规宣传到户，惠农

政策落实到户，农业科技图书发放

到户，农业科技指导到户，群众情绪

疏导到户，困难群众帮扶到户的“六

到户”工作。

自该活动开展以来，该镇党员

干部建立困难联系户188户，关爱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1260人次。极

大地提高了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满

意度。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长河）“俺在荒坡林下散养和

利用丘陵圈养梅花鹿，13年来卖

出600多头，净赚480余万元，年

均纯收入近37万元。”4月26日，

宝丰县张八桥镇西火山村农民赵

耀辉介绍说。

西火山村地处丘陵地带，荒

坡和丘陵面积较大，适合发展生

态林业和畜牧养殖业。2002年2

月，该村青年农民赵耀辉承包村

南丘陵荒坡550亩，栽种枣树、梨

树、板栗等果树80余亩，发展杨

树、刺槐等生态林400多亩。

据了解，为增加收入，赵耀辉

投资60余万元购回160多头梅花

鹿，在荒坡林地散养上百头,同时

在村北红土岭承包130亩丘陵地

圈养60头。经过自繁自育，精心

饲养，目前林下散养达200余头，

圈养达150多头。

13年来，通过发展特色养殖，

赵耀辉先后出栏销售梅花鹿600

头，刨除各种费用，每头净赚8000

多元，共盈利480余万元，年均纯

收入近37万元。

本报讯 （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杜家利 李娜）“我高中毕业后，

到同学家里办的一个鹌鹑养殖场

帮忙，后来就慢慢喜欢上了养鹌

鹑，学到养殖技术后，我决定自己

搞一个鹌鹑养殖场。2003年开始

投资引进了1000只小鹌鹑。”4月

27日，在获嘉县中和镇后寺村，鹌

鹑养殖户高兰对记者说。

在高兰的精心管理下，鹌鹑

慢慢长大并开始下蛋，这让他看

到希望。然而刚开始他却在集市

上碰了壁，由于缺乏认识，竟然没

有一个人买。零售不行，高兰就

试着往附近各县城的饭店里销

售，饭店没有拒绝他的上门推销，

销路慢慢打开了，鹌鹑蛋开始供

不应求。

第二年，高兰将养的2000只

母鹌鹑卖鲜蛋，淘汰的老鹌鹑卖

给饭店加工食用，鹌鹑粪便卖给

村里种植户当肥料，一下就赚到

了数万元，成功地挖到了“第一桶

金”。

看到高兰养鹌鹑效益不错，有

几户村民纷纷效仿。高兰也主动

给村里养殖户传授技术并指导。

如今后寺村已有6户养殖鹌鹑，规

模大的达8万多只，平均每户仅鹌

鹑养殖可实现年收入6万余元。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鹌鹑养

殖专业合作社，大家联合起来，这

样就能形成合力搞外销，实现利

润最大化。”高兰满怀信心地说起

了村民成立鹌鹑养殖专业合作社

共同致富的情况，“不仅鹌鹑蛋赚

钱，现在鹌鹑粪也能赚钱，鹌鹑粪

晒干后做肥料种地、种菜，每公斤

卖1元，供不应求，小小鹌鹑成了

我们村里的‘致富鸟’。”

获嘉县中和镇农民高兰

把小鹌鹑养成“致富鸟”

宝丰县张八桥镇农民赵耀辉

养鹿年赚近37万元

4月28日，社旗县春峰玫瑰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在采收玫瑰。该合

作社2013年底发展种植食用玫瑰300亩，用以制作玫瑰花茶、玫瑰月饼等

玫瑰食品，提炼精油，亩均年收益超过1万元。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兴柯李崇摄

4月26日，

在三门峡市湖

滨区会兴街道

马坡村西坡坪

臻翠苑葡萄基

地内，一串串晶

莹剔透的葡萄

挂满枝头，即将

进 入 采 摘 期 。

该基地现已投

资 800 余万元，

流 转 土 地 400

余亩，现已种植

葡萄200亩。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杨国良摄

“感谢党和政府，还这么惦记着俺”
叶县开展寻找老劳模活动，5位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劳模获表彰

◀上接第一版

建百亩生态葡萄园

2010年夏季，张耀在周口一家超市看

到50元一斤的葡萄，感到挺稀奇，觉得这种

葡萄味道特别甜，而且果肉细润耐运输。张

耀想，如果自己发展这种优质葡萄，再在邓

城镇建一个集旅游、观光、休闲、采摘、销售

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葡萄园该有多好。他的

想法得到了镇党委书记戴向阳的大力支持。

经过多次考察，在邓城镇党委、镇政府和

县委统战部驻村工作队的支持下，张耀以每

亩800元的租金流转103亩土地，并签订了

五年合同。这五年的租金需要一次性付清。

建养羊场时，张耀的投资都是父母出的。这

次建百亩葡萄园本来父母就反对，他们是绝

对不会再给自己投资了。张耀偷偷地把父母

给自己买的价值40万元的房子以30万元卖

出，又把父母掏20万元给自己买的小轿车以

15万元卖出，用这些钱将流转的土地租金一

次性给付清了。然后他又东借西凑，加上银

行贷款，百亩生态葡萄园总算建了起来。

为了使葡萄品质优、味道甜，张耀先后8

次到省农科院果树研究所找专家学技术，通

过引进新品种和科学嫁接技术，把葡萄发展

成为玫瑰味、茉莉味、草莓味、菠萝味、樱桃

味、荔枝味等六种果味，并由露天种植发展

成为大棚种植，使葡萄提前一个多月上市，

每斤葡萄平均价格达到18元。为带动当地

群众发展果树致富，张耀还创办了商水县天

力葡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合作社员

60多户，现在种植葡萄达800多亩。

在采访结束时，记者问张耀以后的长远

打算是什么？张耀说：“我的打算就是扎根

农村，在这里一直干下去，把自己的产业做

大做强，带领和帮助更多的群众致富。”

特色产业 助农增收

永城市太丘镇

党员干部六到户
提升群众满意度

党建工作“晒”出来方城县

本报讯 （记者张舒娜）4月29

日上午，由河南泵阀业商会主办、河

南威博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5中国（郑州）国际泵阀管件展

览会”暨“2015中国（郑州）国际消

防设备技术展览会”开幕，来自全国

20多个省份的180余家泵阀管道及

消防行业厂商和全国20多个省份

和地区的近万人次的专业买家现场

参观采购。

河南省是全国泵阀产业基地之

一，国家承压阀门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就设在郑州阀门产业园区，

全省现有泵阀企业600多家，泵阀

产业呈蓬勃发展之势，而走出去的

企业却寥寥无几，河南省泵阀业商

会会长张朝祥说：“这次展览会，就

是要通过泵阀展让河南的泵阀企业

走出去，把外地优秀的泵阀企业引

进来，共同提升和打造我省的泵阀

产业，同时要把泵阀展打造成全国

最大的泵阀展之一。”

据了解，郑州泵阀展今后将每

年定期举办，明年开始更名为“中国

中部国际流体机械及环保水工业设

备展览会”。

中国(郑州)国际泵阀管件展
昨天开幕

沈丘县莲池镇鲁庄村

家家门前好“柿”多

三门峡市湖滨区三门峡市湖滨区 反季葡萄等你摘反季葡萄等你摘

该县将各乡镇（街道）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党建工作进行公示，受到群众拥护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翁鹏刘晓敏

张耀：辞去刑警工作 当上村里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