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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镇平县区域面积1500平方公里，山地、

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耕地面积107万

亩，农业人口87万人，人均耕地1亩。

“自2011年被确定为秦巴山连片特困地

区扶贫开发重点县以来，镇平县委、县政府把

扶贫开发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成立了党

政一把手负责制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并将

扶贫成效纳入全县目标考评体系强力推进，

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如今已实现64

个村整体脱贫，脱贫人口5.8万人。”日前，镇

平县县长李显庆对记者说。

“镇平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区域

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

的基本思路，研究制定了‘夯实基础设施、推

进产业开发、实施智力扶贫’三大具体工作措

施。”李显庆说。

近年来，镇平县以贫困村道路、农田水利

等工程建设为抓手和突破口，完成投资1.1万

元，实施整村推进村64个，其中5个（二龙乡

东马沟村、老庄镇李家庄村、高丘镇史岗村、

张林镇杨庄村、马庄乡唐营村）被省扶贫办、

省财政厅评为“全省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示范

村”。同时，镇平把特色产业作为精准扶贫的

基础和引擎，大力发展玉雕石雕加工、苗木花

卉和食用菌种植等优势产业，增加就业岗位

1.5万个，人均增收1000余元。此外，该县依

托省“雨露计划”培训基地工艺美术学校职教

平台，大力实施技术培训工程，不断提高贫困

群众就地创业、自主脱贫能力。

谈及镇平县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李显庆

充满信心：“今后，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三

严三实’教育的重要内容，严格按照《全省贫

困县考核评价办法》要求，明确工作职责，充

分调动全县干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

极性。一是突出规划引领，注重分类指导，科

学制定县、乡、村、组、户五个层面的精准扶贫

规划。结合基础设施、产业扶持、教育培训、

危房改造、生态移民、结对帮扶‘六个到村到

户’，实现‘一对一’、‘点到点’精准帮扶。二

是聚焦扶贫重点，因地制宜，在‘特’字上做文

章，大力发展玉雕加工、苗木花卉、食用菌等

专业村，实现‘一村一品’，增加群众收入。三

是夯实工作保障，抓牢目标任务。建立县级

领导联系乡镇、县直部门联系贫困村、各级干

部联系贫困户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夯实责任，

跟踪问效，保障扶贫工作落到实处。对照脱

贫指标体系，稳定完成年度脱贫任务，确保到

2019年底全面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

县委书记县长谈扶贫县委书记县长谈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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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生平

通讯员张金才王致福韩保丰

——访镇平县县长李显庆

三大措施促脱贫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赵亮连远)“市卫计委、克井镇

工作人员工作日午间饮酒、打架

斗殴受到党政纪处分……”前不

久，济源市3500余名党员干部

同时收到了这份来自市纪委的

公开通报，广大市民纷纷在本地

的网站论坛和微信朋友圈里为

市纪委“点赞”。济源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高俊魁说：“市纪委

对这几个人的违纪‘丑事’毫不

留情地通报批评，就是再次告诫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党纪如铁，

违者必究。”

近年来，济源市纪委严格贯

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抓早抓小，扶“歪树”，治“病树”，

拔“烂树”，促使党员干部真正树

立起纪律和规矩意识，坚守底

线，不越红线。

对于党员干部队伍里的“歪

树”，一方面要加强教育，进行理

想和信念的重塑；另一方面要加

强监督，用好诫勉约谈等监督手

段，早发现，早治疗，以防“小恙”

成“大患”。

对于“病树”，济源市纪委趁

早治疗，用好纪律的“听诊器”，

给这些“病树”号号脉，看看这些

“病树”到底得了什么病，然后

“对症下药”，开对问责“药方”，

彻底起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对于“烂树”，严厉查办，坚

决拔掉这些“烂树”，防止“烂树”

在“森林”里造成不良的示范效

应，将违法乱纪的“病毒”肆意传

播，最终毁掉整个“森林”。

“拔除‘烂树’，一定要敢于

动真碰硬。有些党员干部根本

不把纪律当回事，我行我素，为

所欲为，最终成为一棵‘烂树’。”

高俊魁说，对于这些“烂树”，纪

检监察部门一定要拿出壮士断

腕的勇气和魄力，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做到严查严办、快查

快结，发现一棵，就拔掉一棵。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整个森

林。

今年以来，济源市纪检监察

机关共立案110件，给予党政纪

处分101人，移送司法机关5人。

9月14日，本报以《西平农民遭遇“化肥忽

悠团”》为题，报道了西平县芦庙乡韩庄村果庄

村民组农民遇到“化肥忽悠团”，购买到疑似是

问题化肥，10月6日，记者从西平县农业局执

法大队传来的检验报告上看到，“化肥忽悠团”

卖给该县农民的“黔磷”牌“聚能硫基肥料”、

“鑫方圆”牌“硫磷三胺”两种肥料均不合格。

报道刊出后，记者先后接到西平县杨庄乡

农民杨威、师灵乡农民董二海等打来电话反

映，他们也先后购买了“贵州黔磷化工有限公

司”生产的“黔磷”牌“聚能硫基肥料”和“湖北

施沃特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鑫方

圆”牌“硫磷三胺”组成的“组合肥”共49袋。

9月15日，遂平县常庄乡农资经销商白红

举给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打来电话反映说，他

的门市部也从西平县一家叫“惠农商贸有限公

司”购进了15吨“鑫方圆”牌“硫磷三胺”，看到

报道后他现在一袋化肥也不敢往外卖。当天

下午，驻马店市农业局执法支队工作人员赶到

遂平，对白红举门市部的15吨化肥进行取样

送检。

记者从西平县农业局获取了由“安徽省中

环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两份检测报告，编号

为FL-201509264的报告显示：“湖北施沃特

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鑫方圆”牌

“硫磷三胺”总氮的标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

或等于18.0，检测结果为19.9，单项测定合格；

有效五氧化二磷标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或

等于18.0，检测结果为14.5，单项测定不合格；

氧化钾标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或等于18，

检查结果为0.5，单项测定不合格；总养分的标

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或等于54，检查结果

为35，单项测定不合格；氯离子的标称值及技

术要求为小于或等于3.0，检查结果为22.6，单

项测定不合格，检验结论为“该样品按

QSWT01-2014及产品标识检测不合格。”

编号为FL-201509265的报告显示：“贵

州黔磷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黔磷”牌“聚能

硫基肥料”总氮的标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或

等于28，检查结果为24.8，单项测定不合格；

氯离子的标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小于或等于

15，检测结果为26.4，单项测定不合格；硫的标

称值及技术要求为大于或等于12，检测结果

为0.2，单项测定不合格，检验结论为“该样品

按HG/T4214-2011 及产品标识检测不合

格。”

农业执法人员提醒购买以上产品的农民

朋友，尽快到工商或农业部门进行反映和登

记。鉴于上述两种肥料检测氯离子超标，不宜

用于蔬菜、果树及烟叶生产。

10月5日，洛宁县上戈镇庙洼村冯家果园里游客在采摘红富士苹果。国庆节期间，一些市民选择了交通较为通畅的乡村游，不仅能够呼吸

到田野里的新鲜空气，还能体验一下采摘苹果、柿子、花生等果实的乐趣。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李中灿摄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

员廖涛李长君）“感谢广大爱心

人士无偿地资助我，帮助解了我

家后顾之忧。我一定要好好学

习，长大后报答爱心人士的恩

情。”南召县崔庄乡李家庄村困

难学生王静静领到600元资助

款后高兴地说。 9月28日，来

自南召县崔庄乡、城郊乡、板山

坪镇的138名困难学生依次从

南召县“爱心家园”志愿者手中

领到300至1200元不等金额的

助学资金，当天共发放善款8.4

万余元。

这是南召县“爱心家园”志

愿者协会积极搭建平台，利用网

络多方联络爱心人士，来自全国

各地的138名爱心人士从网上

了解到南召贫困学生生活状况

后，自愿选择资助对象，“一对

一”实施的爱心救助。

南召“爱心家园”的领头人

叫杜文兰，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

人。18年来，在杜文兰的“爱心

家园”扶弱济困旗帜引领下，越

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志愿者

行列，志愿者队伍逐渐发展到

200多人。目前南召县“爱心家

园”志愿者协会已救助贫困学生

3000余名。

南召县“爱心家园”

18年救助3000名贫困生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

员李滔 乔连军）“今年我种的

300亩玉米平均亩产达到700

公斤，这是我长这么大头一次见

到这么好的收成。要说今年玉

米的大丰收，还多亏永久性高标

准粮田项目发挥的作用。”10月

3日，商水县舒庄乡杜店村种粮

大户杜俊山在晒谷场里指着金

灿灿的玉米告诉记者。

舒庄乡有4万多人口、6.8

万亩耕地。过去，该乡道路不

通、机井少、农业设施差。遇到

干旱天气，河里没水，地里没井，

农民为浇地要在井边排队编

号。2011年，舒庄乡抓住河南

实施“百千万”建设工程的机遇，

4年多时间里，争取到1.2亿元农

业综合开发资金，建成了5万亩

永久性高标准粮田基地。并开

挖沟渠90公里，修筑水泥路67

公里，修建桥涵840座，新打机

井 1600 眼，其中 1500 眼通上

电。全乡6万亩耕地3天就可普

浇一遍水。

舒庄乡党委书记王磊说：

“创建5万亩永久性高标准粮田

基地，不仅给农业带来了大丰

收，也给舒庄乡带来了较大变

化。我们依托5万亩高标准永

久性粮田的优势，流转土地2万

亩，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20

个。创建了养殖基地、金银花生

产基地、苗木生产基地、花生生

产基地和小麦良种繁育基地等，

农民年均增收1200多元。”

清风中原行清风中原行

济源市

扶“歪树”治“病树”拔“烂树”

商水县舒庄乡

5万亩高标准粮田助农增收

■后续报道

西平县购买“忽悠团”化肥的农户请注意：

“黔磷”、“鑫方圆”两种化肥不合格

公路客运发送旅客91.6万人次

“不摸透县情，过节不踏实”
◀上接第一版

“淅川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核心水源区，必须把水质保护作

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持之以

恒抓好抓实。”看完污水和污泥

处理厂后，卢捍卫说。

车子一路向西，渐渐进入老

城镇，路两旁荒山染绿颜，新栽

植的经济林长势喜人。察看了

老城镇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

厂后，卢捍卫马不停蹄地赶往下

一个乡镇。

中午，一顿简单的工作餐之

后，卢捍卫又匆匆出发……

“我们要以内河治理工程为

契机，推进河道疏浚清淤和截污

控制，加快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及管网建设。”在马蹬镇内河

整治现场，卢捍卫听了马蹬镇负

责人的情况介绍后表示。

一片绿意盎然的芦苇正迎

风摇曳，村里排出的生活污水流

经芦苇丛下面的小池变成了汩

汩清水……香花镇贾沟村的人

工湿地让人眼前一亮。

“利用人工湿地来处理农村

居民的生活污水，既能美化环

境，同时又能净化水质，排出的

污水经过处理后还能再浇花、种

树、冲厕所，方便得很。”香花镇

党委书记马飞介绍说。

“我们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确保丹江口库区水质越来

越好，促进全县经济社会与环境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卢捍卫

告诉现场的几位干部。

暮色将至，卢捍卫还在九

重镇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旁，同

当地村镇干部探讨如何保护好

水质……

“定点扶贫”扶群众走上致富路◀上接第一版

“我们已经成立了农业种植合作社，全村

74户农民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林果业。

眼下，只待提灌站建成，将太公湖的水引上山，

这7000多亩荒地山变身花果山。”李家庄村党

支部书记王中岑说。

李家庄还有一个5年目标，就是计划到

2020年，全村稳定脱贫，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市

平均水平，彻底摘掉“贫困”帽子。

许桥村的蝶变

“把土地租给合作社，我们反过来给合作

社打工，每月 2000 多元工资，人均年收入

8000多元轻轻松松。”9月15日，镇平县郭庄

回族乡许桥村村民孙双克开心地说着如今的

好日子。他说，在几年前，因为没有水利设施，

大伙儿是靠天吃饭，要是遇上大旱，忙活一年

到头还赔钱。

如今，许桥村有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外出

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大多是孙双克这样的老人

和孩子。

许桥村的石天聚，腿脚不灵便，不能外出

打工，只靠几亩薄田供两个孩子上学，经济十

分困难。因为到户增收项目，石天聚用政府补

贴给每户的4000元，买了几只羊，积少成多，

经济上也慢慢有了起色。在许桥村，像石天聚

这样，发展养殖业的有78户。

“贫困村之所以摘不了贫困帽子，最重要

的是没有致富产业，仅仅一个养殖业远远不

够。”驻村帮扶队副队长时天范3年前踏入许

桥村的那一刻起，就深谙此理。他鼓励村民土

地流转，亲自带队到广东招商引资，成立中联

农业合作社，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销往广州、

深圳及香港、澳门等地，许桥村自此开始一点

点发生蝶变。

“乡亲们都知道感恩，知道时队长这几年

真为村里办了不少好事！”许桥村文书刘兴范

说，时队长向上争取整村推进项目资金以及社

会资金200余万元，给村里修路、打井，让如今

红红火火的蔬菜产业能灌溉，运输也方便。

位于县城南20公里处的镇平县郭庄回族

乡，是南阳市仅有的两个少数民族乡之一。郭

庄回族乡党委书记张慧祥介绍说，“在许桥村

的示范带动下，全乡共流转土地6800亩，引进

农业项目5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000万元，产

业促致富，让老百姓尝到了甜头。”

洛宁 苹果采摘乐游人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汪军）记者昨

日从郑州交运集团获悉，自9月30日起至10

月7日，郑州交运集团各汽车站8天共发送旅

客91.6万人次，同比减15%；发送班次3.86万

班，同比降4.2%，加班3186班。

今年十一黄金周，公路客运具有客流来势

猛、持续时间长、安全标准高的特点，加之公路

客流基本以省内中短途和旅游城市为主，十

一黄金周期间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受

大形势环境的影响，十一黄金周郑州市公路客

运客流总体较往年继续呈现下降态势。同前

期预测的一样，郑州交运集团各汽车站黄金周

客流最高峰出现在9月30日和10月1日两

天，两天客流均超过了20万。10月1日再次

延续了前一天的客流高峰，客流基本持续一

天，郑州交运集团各站加强站运协调，科学组

织，中心站一直至晚上十时左右才运送完毕。

假期中期，客流主要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

10月6日、10月7日公路客运又再次迎来了返

程客流小高峰。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今年国庆假

期,全省多数景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旅

游惠民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游客的出游

意愿，无论是人文景区还是山水景区，

人气都十分火爆。全省共接待游客

4570.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66.2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0.5%、11.7%。假日

期间，省旅游局共受理投诉17起，均得

到了妥善处理，旅游市场平稳有序，未

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文明旅游蔚然成

风。

为避开重点景区如潮人流，许多省

内游客选择中短途的乡村旅游，近郊游

客大幅增加。在出行方式上，自助旅游

已成主流。家庭、亲朋好友自助旅游方

式已成为时尚主流，景区点接待散客呈

现猛增现象，散客约占游客总人数的

80%，多数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停车

场内停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车

辆。

全省多数景区在国庆假期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旅游惠民活动，如洛阳、三

门峡市推出了“旅游一卡通”、“晋陕豫

黄河金三角三省四市一证游”等活动，

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旅游产品，

也有力地拉动了旅游消费。

省旅游局先后在清明上河园、龙

门石窟等省内重点景区开展“旅游维

权直通车”活动，游客的文明程度也

比以往得到明显改善，不文明现象大

幅减少，文明旅游成为河南旅游亮点

之一。

关注国庆假期

我省旅游入账
266.2亿元

□本报记者黄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