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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 赵迎春 于照

龙）仿古式风景墙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绿色生

态文明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宣传标语

错落有致，孩子们洋溢的笑脸及村民们惬意的笑

声……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卢氏县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之一的东明镇东明村，整齐漂亮的村落

街景让人眼前一亮，这是该县强力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的成效。

坚持科学规划。该县按照靠近公路沿线、

靠近集镇、靠近城区，环境优越，有特色产业支

撑，村“两委”班子健全完善有战斗力等标准，同

时结合各个示范村的自然资源优势，按照产业、

村庄、土地、公共服务和生态规划“五规合一”的

要求，因地制宜，分类规划，建设“一村一景一特

色，宜居宜业宜发展”的美丽乡村。

坚持整治环境。该县全面启动乡村清洁工

程，成立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印发实施方案，以

乡镇政府所在地和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

道、景区沿线村庄为重点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

工作，着力解决农村“脏、乱、差”现象。目前，全

县已建成垃圾收集池1488个，配备垃圾清运车

48台，配备专、兼职保洁人员209人，累计投入

资金500余万元。

坚持强化领导。该县县委常委及四大班子

领导结合“五个一责任制”，到分包乡镇的美丽乡

村示范点现场办公，协调解决实际问题，县委农

办、县农业局发挥各自优势，及时提供技术指导

和资金支持，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与

此同时，县委农办还从资金投入、规划编制、亮化

硬化美化、产业支撑等8个方面制定了美丽乡村

建设考核标准，为兑现奖惩提供了具体依据，实

行每月一督查，每季度一排队，纳入责任目标严

格考评，确保美丽乡村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目前，该县已经累计投入150余万元，对7

个示范村重新进行了规划，对13个示范村的规

划进行了修订完善，第一批确定的20个示范村

已经全部完成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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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静）汤阴

县韩庄镇部落村是省级生态村、省级文明村、省

级十佳民主法治村，村里一幢幢新颖漂亮的别墅楼房、优雅秀美的河边走

廊、整洁利落的乡村小道……无不让人感受到了美丽乡村的魅力。

部落村在村党支部书记邢锋的带领下，引进企业11家、特种养殖场2

家，带领56户村民致富，全村企业年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实现税收159

万元，安排就业近300人，年创造利润300万元。

部落村的发展变化是汤阴县建设高素质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的一

个缩影。

汤阴县在选好配强村“两委”干部时，坚持先定条件后选人、先定目标后选

人，引导党员群众选出信得过的村“两委”班子。并出台了《加强农村党支部书

记管理的意见》，对村支书的职责任务进行了明确，对不履行职责的进行通报

批评、诫勉谈话、免职等处理措施，用严格的制度来约束村支书的行为。

该县先后举办了“四项基础制度”示范培训班，培训农村“两委”干部

2800余人次，培训党员代表、村民代表1.5万余人次。并对村级组织办公

经费、现任农村干部补贴、离任农村干部补贴、大学生村干部补贴、村级活

动场所建设经费、困难党员救助资金等六项经费新增393.9万元预算支

出，确保每村办公经费平均不低于1万元；提高现任农村干部补贴，将一类

村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基础补贴由1100元/月，调整为1250元/月；县财政

每年增加支出15万元，确定20个村级组织场所进行维修改造和新建1个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农村稳，天下安。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村

干部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力量。”汤阴县委组织部负责人李红院说，

把党性强、能力强、服务意识强的人充实到支部中，着力解决农村少资金、

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有力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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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国庆长假第一天，淅

川县上集镇大坪村石材加工厂迎来

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县委书记卢

捍卫。

为尽快了解淅川县情，制定科

学的发展规划，虽是国庆长假，刚到

任的书记却轻车简从，到城区和部

分环库区乡镇调研环境综合整治和

水质保护工作。

刚下车没走两步，便碰到了正

要出门的企业老板。似是看出了企

业老板的疑惑，卢捍卫一边同他握

手一边说：“真不好意思，节假日来

打扰你们了！我刚到淅川没几天，

不把县里的情况摸透了，这个节日

过不踏实啊。”

“卢书记今天过来，主要看看你

们厂环保设施是否到位，排污是否

达标。”同行的县委常委、县委办公

室主任方建波介绍说。

看到企业污水沉淀池正常运

转，并且发挥了应有的功效后，卢捍

卫露出笑容。“咱淅川是京津地区的

大水缸，环境保护可不能忽视，厂里

的污水一定要处理好，坚决不能出

现任何污染。”卢捍卫一再叮嘱企业

老板。

一路走，一路看，卢捍卫来到了

县污水处理厂和污泥处理厂。

“我们在全市率先建成日处理

规模50吨的污泥处理厂，污水处理

厂产生的污泥经过我们厂处理后，

变成高级有机肥料，广泛用于园林

绿化、花卉栽培、荒山治理等，最终

实现污泥的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

化。”污泥处理厂负责人向卢捍卫介

绍说。

▶下转第二版

“不摸透县情，过节不踏实”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高帆杨冰

前不久，镇平县老庄镇李家庄村民给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李家庄终于有自己

的完全小学了；村民不再为吃水发愁了；‘三驾马车’

正按照规划一步步向前推进。”

李家庄村的老支书姜典和说：“李家庄的巨变，

与驻村帮扶队队长郭首宏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南阳市委书记穆

为民说，定点帮扶作为精准扶贫的“火车头”，通过驻

村帮扶队队长下沉到村、扶持到户，帮助贫困村、贫

困户实现了脱贫梦。截至目前，南阳确定省直25

家、市直107家、县区直879家单位，共组成1011支

工作队，对贫困村实行定点帮扶，全市贫困村定点扶

贫实现全覆盖。

“三驾马车”诞生记

镇平县老庄镇李家庄村位于镇平、南召、卧龙

三县区交界处，是镇平县北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库区

穷村，也是一个省定贫困村。全村有14个村民组

23个自然村350户1230口人，人均耕地0.78亩，村

民长期以来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资源匮乏，因村内

没有富民产业，大多数村民在温饱线上挣扎。

2013年，李家庄村被列入全省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村，郭首宏作为驻村工作队队长，同队员王伟

来到李家庄驻村。

从镇平下高速，一个多小时的曲曲折折的山路，

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终于到了李家庄。

眼前这个村庄让他们震惊：12平方公里范围

内，全是土路，一下雨就成了泥浆路，全村老少要

到二三里外的土井里挑水吃；村小学破烂不堪，只

有学前班和一、二年级，三年级就要到二十里以外

的学校就读……

“很着急，劲儿很大。”郭首宏说，他和王伟在随

后几个月时间内，走访农户，倾听他们的心声。当年

6月，他们就帮助村民制定了“八年发展规划”。

2013年年底，郭首宏和王伟为李家庄协调30

万元，打了3口井，解决了400多名村民几十年来

的用水难题。

为让李家庄建起一所覆盖周边3个贫困村的中心

小学，郭首宏和王伟通过吸引社会爱心捐助、协调省市

县扶贫资金，共筹资近400万元。明年秋天，一座现代

化的标准小学将正式投入使用。

着眼李家庄村的长远发展，郭首宏和王伟又争

取扶贫开发和移民后期扶持等项目，修路3公里，水

泥路铺到了群众家门口；鼓励村民解放思想，将

7000多亩荒山变成聚宝盆，“三驾马车”扶贫策略应

运而生：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利用毗邻太公湖旅游

景区的优势发展农家乐。

▶下转第二版

伏牛山扶贫攻坚战伏牛山扶贫攻坚战
三山一滩扶贫开发系列报道三山一滩扶贫开发系列报道 ⑤⑤策划策划：：吕国范吕国范 张光辉张光辉

统筹统筹：：刘建伟刘建伟 韩嘉俊韩嘉俊

在精准扶贫上下功夫
□省扶贫办行业社会扶贫处处长 李红军

点评

“定点扶贫”扶群众走上致富路南阳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曹怡然 乔石月

多年来，各级帮扶单位通过对贫

困村的深入调研，找准致贫原因，突出

帮扶重点，研究帮扶规划，制定帮扶措

施，通过资金投入、项目引进等方式，

因地制宜，极大地促进了定点帮扶村

的经济发展，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条件。各村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辐射

带动了一批周边村庄脱贫致富。但有

些贫困村由于受地理环境、自然条件、

基层组织建设薄弱等因素制约，农民

收入结构单一，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群

众文化素质偏低，这是制约贫困村脱

贫致富的一大因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

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

地区。“扶贫”更需“扶智”、“输血”更要

“造血”，下一步，各级扶贫部门将与各

帮扶单位一起，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

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不断加大帮扶

力度，把推动贫困地区发展，促进贫困

群众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

务，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增强

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注重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

突出问题，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

功夫，使贫困群众获得更多致富技能,

提升他们自主发展的能力，引导他们

找到真正脱贫致富的路子。

10月7日，西峡县五里桥镇万亩猕猴桃生态

示范区的果农在采摘猕猴桃。该县11.5万亩标准

化猕猴桃丰收，直接受益果农达10万人。封德摄

10月7日，内黄县后河镇农民在晾晒大枣。金秋时节，该县40多万亩大枣喜获丰收，枣农们趁当前晴好天气进行采收、晾

晒。 刘肖坤 摄

10月6日下午，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

接到开封市祥符区八里湾镇八里湾村3组

黄姓村民反映，称现在小麦播种迫在眉睫，

而该镇新修的机井却因没配套不能用，看

着十分堵心。

当天，记者来到八里湾村田地里实地

走访。该村三组村民黄远明正在田间检修

旧的机井线路，他告诉记者，三组400多亩

田地急需浇水，眼看小麦的播种季节就要

过去，而新修的机井不是缺水泵就是不通

电，原来的旧机井电源线路则在新建水井

时被挖断，只能自己来检修旧机井的电

路。记者看到，田间一眼眼新建的灌溉用

井，没有相应的电力配套设施，只有一眼井

的电线线头裸露在外。据该村村民介绍，

这些新建的机井六七月份已经建好，时间

过去3个多月了，本以为秋播能派上用场，

然而机井建好后，电力等配套却没有跟上。

在该村旁的一座变压器下，记者看到

新建机井的电缆裸露在外，有的在秸秆焚

烧的过程中已经遭到损坏。村民称这些电

线已经闲置数月，没有人看管维护。

记者调查得知，八里湾村新建的农田

水利设施属于“开封市2014年度省级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该项目法人为开封市祥

符区农业综合开发领导组办公室，财政投

资1300多万元，涵盖八里湾镇贾寨、小寨、

八里湾村、玉皇庙等村，涉及农田万余亩。

记者实地走访贾寨村，玉皇庙村，八里

湾村一组、二组、三组，发现这些地方农田

中新建的灌溉用井均未进行配套建设。记

者电话釆访了祥符区农业综合开发领导组

办公室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八里湾万亩农

田项目新建机井100多眼，由于工期原因

还没有安装配套设施。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万亩农田，

100多眼机井因水泵、电闸、电线未配套，农

民秋播愁！愁！愁！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王卫民）10月

6日17时至7日3时，许昌市气象部门发射634

枚增雨炮弹，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影响的共同作

用下，许昌普降大雨，局部大到暴雨，对小麦适

时播种十分有利。

国庆期间，许昌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非

常关注“三秋”农业生产和气象信息，先后两

次指示气象部门要做好人工增雨，以利于小

麦适时播种。

10月6日，许昌市气象部门组织作业人员

70余人，提前结束假期，分赴全市5县（市）16

个乡镇炮点，启用10门高炮、7台火箭发射装

置和2台碘化银烟炉，抢抓有利天气时机，先后

实施了8轮人工增雨作业，作业影响面积约

5330平方公里，取得明显增雨效果。

开封市祥符区万亩高标准农田内新修的100多眼机井设施没配套

农民秋播愁！愁！愁！

炮弹增雨缓旱情许昌

金秋时节枣儿红内黄

抓农时 保“三秋”

6版牙病非小事 不治危害大

5版新农合基金成了“唐僧肉”

今日导读

2版“黔磷”、“鑫方圆”两种化肥不合格
西平县购买“忽悠团”化肥的农户请注意：

□本报记者 董伦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