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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五大领域 深化农村改革

致富不忘本 捐资惠乡邻

推动电商发展 助力经济腾飞孟州

我省人口抽样调查启动

荥阳

小农机借“一带一路”
抢滩海外市场

省住建厅厅长裴志扬调研驻村工作时强调

搞好村庄规划 改善基础设施

今年，孟州市电商产业园区一开园便生

意红火，截至目前，该市各类电子商务企业

已发展到450余家，电子商务交易额达13亿

元，成为当地经济新的增长点。这仅仅是孟

州市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孟州市委、市政

府下手早、行动快，提出“发挥优势、调整劣

势”的发展战略，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去年，该市已着手打造电商产业园区，

今年该园开园首日网上交易额就达100多万

元。如今，全市电商风起云涌，从城镇到乡

村遍地开花，仅农村“淘宝服务站”就建设了

50多个，农民购汽车都能从网上“淘”来。

南庄镇桑坡村人素有经商习惯，被誉为

河南“淘宝第一村”。该村有企业150多家，

主要加工毛皮，生产雪地靴、皮衣、汽车靠背

等毛皮制品，在全省很有名气。这里的农民

意识超前，网上淘宝、微信销售已成风气，厂

厂有淘宝，户户有微信，网上年销售额达1亿

多元。孟州市美佳绿公司是糯玉米生产企

业，电商交易第一单就被韩国预订，总金额

达2400万元。

目前，该市已有上百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触网”，推动了农产

品网上销售。

地处孟州市黄河滩区的三联种植合作

社占地面积约50亩，主要生产食用菌杏鲍

菇，实现了数字化控温的育菌技术，一茬杏

鲍菇从装袋到采菇仅需60天，日产杏鲍菇1

万余斤。该合作社一期工程建筑面积7000

平方米，二期工程竣工后，合作社可日产鲜

菇10吨，年产值将达5500万元，年可实现利

润2200万元，可为300余人提供就业岗位。

今年8月，几个怀揣创业梦想的80后大

学生创建了孟州市电商服务站，指导帮助那

些想做电商但不懂技术的个人和企业发展

电商，从事电子商务第三方服务。该服务站

首批电商培训开始前，大家踊跃报名，目前，

第一期培训已经结束，相关产品已经在天

猫、淘宝上开始销售，新店开业仅13天，交易

额就近10万元。

8月29日孟州市第一届电商节暨全国

农村淘宝第二届“赶集惠”启动，电子商务成

了孟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电商、“互联

网+”概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年

轻人和企业加入到发展电商的队伍里。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马

雅利）近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

组书记、厅长裴志扬，副厅长巩魁

生，带领省住建厅有关负责同志先

后到商城县田湾村、上蔡县上岗村

看望驻村第一书记，调研驻村帮扶

工作。

在田湾村和上岗村,裴志扬一

行上门看望慰问贫困户，实地察看

村庄规划建设和基础设施，并对驻

村帮扶工作进行指导。

据了解，自8月28日到村工作

以来,派驻田湾村的第一书记李彦

军走村串户进行调研，会同村“两

委”提出了村庄发展计划和扶贫工

作思路；派驻上岗村的第一书记李

建民,在总结上一任期工作、推动原

有项目落实的基础上，结合新的形

势，进一步明确了加快发展、扶贫攻

坚的思路和措施。对此,裴志扬予

以充分肯定，并勉励两位第一书记

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对第一书记工

作的要求，践行“三严三实”，更好地

开展工作。

对于下一步的驻村帮扶工作，

裴志扬强调，要进一步梳理发展思

路，确定年度目标，搞好村庄规划，

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同时，也要加

强农民技能培训，为农民脱贫致富

打下基础。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崔丽）绿影

怀抱、碧水环绕、笔直的致富大道直通村

内。新颖别致的农家小院，鳞次栉比的洋楼

别墅，淳朴的民风、好客的乡亲让你倍感温

馨……提起沈丘县纸店镇张胡庄村，这个名

不见经传的小乡村在周边乡镇知名度很

高。现在张胡庄在乡亲口中又有了一个新

名字——“摩天新村”。为什么？因为张胡

庄的巨大变化与山西摩天集团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而摩天集团的董事长就是张胡庄

村的张德文。

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张胡庄村的

张德文，外出到晋城和郑州创业，事业有成

后始终没有忘记回报社会、造福桑梓。多年

来，他捐资修路、扶弱助困，为各项公益事业

出资500多万元。

造福家乡是张德文行善的主题，早在

1988年春，回家省亲的他，发现部分家庭用

电问题还没有解决，村里线路比较凌乱，主

供电线路也很不规范，影响乡亲们的生活和

安全，于是他先后出资十多万元，两次整修

线路，后又铺设地下电缆，彻底解决了全村

人的安全用电问题。为了改善家乡的交通

条件，他又出资20多万元，把全村的泥巴路

改造成柏油路。

2008年春，他再次回乡考察，发现原来

修建的柏油路因缺乏维护，部分路面已经损

坏，于是他又从晋城抽调工程技术人员对纸

店镇卢庄行政村所属四个自然村的大街小

巷及主干道全面勘察规划，并计划把这些村

路修建成高标准的水泥路。该项工程自

2008年秋季动工至2009年春季结束，共修

建主干道7000余米，便道和小巷1200余

米，主干道两侧全部绿化。不仅如此，他还

为行政村修建了一栋两层办公楼并维修了

学校。硬件设施修好了，可村里的卫生环境

还不容乐观，为改善人居环境，张德文又出

资3万多元，为村里购买环卫车一辆，垃圾箱

20多个，并安排专职卫生管理员一名，月工

资2600元，由张德文承担。

同时，他流转土地2000亩，每亩租金

1000元，并把流转的土地规划为五谷杂粮种

植区、优良品种培育区、经济作物培植区、花

卉苗圃及各类水果栽培区、畜牧养殖区五大

区域，并把流转土地的农户安排到公司里上

班，这样一来，每位农户的年收入（工资+地

租）远远高于他们种地的收入。

关爱老人是张德文乐善好施的重点。

多年来，张德文每次回家都要对全村60岁以

上老人进行慰问，还亲自把1000元红包送

到老人手中，有时因业务繁忙顾不上回来，

他就安排专人代办此事。

张德文常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不是一

时的兴趣，造福乡亲、回报社会是一个实业

家应承担的责任。

沈丘县纸店镇农民企业家张德文，在外创业成功后积极回报家乡，
多年来共捐资500多万元支持家乡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 记者

冯刘克）荥阳市的传统产业借力“一

带一路”开始开拓新市场。10月下

旬，尼日利亚吉加瓦州州长穆罕默

德·巴达卢一行7人到荥阳中联收

获、通达重工、一帆机械等10家企

业进行考察，洽谈并达成1300万元

采购合同。

据了解，这批采购合同主要包

括小麦收获机、水稻插秧机、秸秆粉

碎机等农机产品。“传统产业能在海

外开辟市场，完全得益于我们国家

正在大力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

荥阳市科工委主任蒋绍斌说。

荥阳工业基础雄厚，但随着经

济进入新常态，阀门、建筑等传统制

造行业市场需求不足、产品价格低

位运行等不利因素也逐渐呈现。为

此，荥阳市狠抓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今年以来，该市把引导工程机械行

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开拓

国际市场作为深化企业服务的重要

举措，组织少林汽车、一帆机械等行

业龙头企业参加豫沪产业转移活

动，组织工程机械企业先后参加了

新疆和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为进

一步化解产能过剩，与河南省机电

产品流通协会共同组织了与尼日利

亚吉加瓦州产销对接活动。

“下一步，荥阳将以尼日利亚为

支点开拓非洲市场，促进荥阳工业

经济持续发展。”蒋绍斌说。

□本报记者马如钢 通讯员王秋生

10月30日，陕县张湾乡双春飞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财旺（右

一）在教农民剪除香菇把儿。今年，该合作社带动10余户农民种植香菇，

共种植香菇12万袋，纯收入达200万元。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中石化濮阳石油分公司积极落实相关惠农和服务

措施，在保证“三秋”期间油品供应正常外，还坚持送油

下乡，深受农民欢迎。图为“三秋”期间，该公司青年志

愿者送油小分队来到田间开展送油服务间隙，与农民朋

友畅谈丰收喜悦。 梁汇涛 胡庆明 岳占石 摄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1月1

日零时起，省统计局开展全省人口

抽样调查工作，此次调查是国务院

和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进行的一

次重大的国情国力、省情省力的调

查。

据了解，今年我省人口抽样调

查入户调查期限为11月1日至11

月15日，调查范围涉及就业状况、经

济状况、住房面积及家庭成员受教

育程度等。与往年相比，今年全省

人口抽样调查中调查员使用电子终

端设备PDA登记信息，取消传统纸

质登记模式，可在第一时间及时准

确的上传被调查者的信息，不仅便

捷安全还能有效保护被调查者的个

人隐私。同时，今年还增加网上自

主填报调查的方式，被调查者可在

调查员的引导下登录国家统计局设

立的专门网站进行填报。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丹）11

月1日上午，当漯河市郾城区李集镇老集村

65岁的村民刘春英从94岁的婆婆张尊妮颤

巍巍的手中接过“好媳妇”奖牌时激动不已。

当日，在李集镇举办的首届道德模范表

彰会上，该镇别出心裁，让学生为“好教师”

颁奖，家长为“好少年”颁奖，患者为“好医

生”颁奖，公婆为“好媳妇”颁奖，家属为“好

村民”颁奖。

三年前，张尊妮老人因年迈体弱卧床不

起，生活不能自理，儿媳刘春英悉心照料老

人，这让老人感动不已。听说镇里要表彰

“好媳妇”，张尊妮让家人搀扶着起床，说啥

也要到现场为自家的“好媳妇”颁个奖。刘

春英的孝举不仅赢得了婆婆的心，在颁奖现

场，也迎来了村民的热烈掌声。

“好教师是一种情怀，好少年是一种希

望，好医生是一种责任，好媳妇是一种奉献，

好村民是一种担当。”李集镇党委书记刘永

红说，举办道德模范表彰会，就是要让村民

见证道德的力量，接受道德的传承，切实发

挥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据了解，在此次评选活动中，李集镇共

有89人当选为“好教师”、“好少年”、“好医

生”、“好媳妇”、“好村民”。不少村民表示，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希望能以身边的典型

为榜样，弘扬传统美德，树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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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油下乡服务“三秋”中石化濮阳石油分公司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文件，从

提高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出

发，聚焦五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深化农村改

革。这份文件2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这份题为《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

方案》的文件，全文约12400字，共分4个部

分，包括总体要求、任务目标，以及深化农村

改革要聚焦的关键领域和重大举措等内容。

方案指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涉及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基层党建

等领域，涉及农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农村改革要聚

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

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5大领域。

方案明确了改革的七项原则：坚持农

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和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改革方向，坚持保障农民权益，坚持统

筹兼顾，坚持循序渐进、试点先行，坚持党

对“三农”工作的领导。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范莹娣

李娇）为支持电子商务落地农村，实现“网

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

灵宝市焦村镇坚持以“政府引导、示范带

动、突出特色、创新发展”为原则，以“整合

资源、协调发展、全面推进”为路径，推动

“农村淘宝”在农村遍地开花。

该镇制定下发了《焦村镇“农村淘宝”

项目实施方案》，明确责任，落实专人，确保

“农村淘宝”项目平台得到充分利用。同

时，该镇利用微信平台、张贴标语等多种方

式，宣传“农村淘宝”项目实施的意义、内容

及措施，增强干部群众对“农村淘宝”的认

知。此外，该镇按照全市“农村淘宝”项目

总体发展规划，要求各村及时谋划本村电

子商务的路线图，做好村级服务站点的选

址、建设及各项后续推进工作，并摸底区域

内有创业理念的人，鼓励他们积极加入村

站合伙人行列。

目前，该镇“农村淘宝”项目正在有序

进行，计划3年建设村级服务站24个，已上

报第一批示范站点7个。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长青

郭山保）10月27日，中国建筑业协会在北

京举行的“中国建筑之乡”评审会上，林州

市荣获“中国建筑之乡”称号，是我省唯一

获此称号的县级市。这是继1989年林州

获全国首批“建筑劳务基地输出县”称号之

后，林州建筑业获得的又一殊荣。

该市有20万人长期从事建筑业，有各

类建筑企业259家。截至今年9月底，该市

各级各类建筑企业承揽建安总值达840亿

元，完成产值达720亿元,全市建筑业税收

全口径完成9.3亿元，同比增长86%，占税收

收入比重的57%，创劳务收入达68亿元。

稳增长稳增长 保态势保态势 抓落实抓落实

灵宝市焦村镇

发展“村淘”惠农民

林州荣膺
“中国建筑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