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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李书廷刘超 记者秦名

芳）11月18日，内黄县举办了创建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县暨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区建设培训班，邀请国家注册食品生产

企业卫生注册主任评审员曲径，就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

理等知识进行培训，农业、食品药品监管、农

业合作社以及各乡镇农业中心等单位300

余人参加培训。

今年4月，内黄县以河南省第一的位次

入围首批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试

点后，该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并把其当做

进一步提升内黄品牌、推进内黄农产品加速

外向发展、增强政府公信力的重大机遇，积

极制订创建方案，依法加强农产品生产经营

主体管理，扎实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面推进农业标准

化生产，使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工作不断

向前推进。

内黄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产品资源

丰富。近年来，随着蔬菜、瓜果、花生、尖椒

等特色农产品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产量

不断提高，市场占有份额逐年增加，内黄农

产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如何在农产品产

量迅速提高的同时，确保质量同步提升，让

人民群众吃上放心农产品，已成为当前该

县的一大课题。目前，内黄县已认证无公

害农产品基地 27个面积 172 万亩（含复

种），认证无公害农产品20个、绿色食品3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2个、河南省名牌农产

品2个，创建河南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5

处，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粮食生产大县、中国

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全国设施蔬菜重

点区域基地县、国家级花生出口质量安全

示范基地、国家级尖椒出口质量安全示范

基地、中国蔬菜之乡、中国花生之乡、中国

尖椒之乡、中国红枣之乡，温棚蔬菜种植规

模及工厂化育苗量位居全省第一，成为河

南省温棚第一县。

内黄县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主任刘长

英介绍，2015年，内黄县农产品、林产品、

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挂牌成立，各乡镇、街

道办事处增设了农产品质量监管站，每村

聘任一名农产品安全监督信息员。“现在咱

们县、乡、村三级监管队伍已达到625人，

初步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站、村村都有

信息员’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刘

长英说。

在宁陵县刘楼乡，只要一提起张锡亮

照顾邻居张栋之的事，大家都会交口称赞：

“他待老人可亲啦!”11月17日下午记者来

到了刘楼乡周范庄，今年41岁的张锡亮正

冒雨在路边等待。

简单的寒暄之后，他便带着记者进入

一个简陋的小院，听到脚步声，在简易房里

休息的张栋之连忙热情打招呼。张栋之今

年76岁，双目失明。“我父亲是地主，年轻

时，刚娶了媳妇，一开我的批斗会，她就离

家出走了。我家单传三辈，我无儿无女。”

张栋之哽咽着说，“但我现在很幸福，锡亮

两口子这几年来，照顾我可是无微不至

啊。”

之前，张栋之身体健壮，他的一个本家

近门“赡养”着他。2011年初春，张栋之突

然双目失明，那个本家竟然反悔了，张栋之

就摸着到街上向邻居讨饭吃。张锡亮正好

路过，看到老人在墙角失声痛哭，他走上前

去询问究竟。“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身边无

依无靠哪行呢？”就这样，张锡亮没有和妻

子商量，就主动揽下赡养张栋之的重任。

这四年来，他就像照顾父亲一般，悉心服侍

张栋之的生活起居。

张锡亮是周庄小学的校长，他以前的

生活轨迹就是两点一线，从家到学校，从学

校到家。自从开始照顾张栋之以后，他就

改为三点一线了，一天三次给老人送饭。

“大爷，吃饭了。”随着一声呼唤，一碗香喷

喷的鸡蛋面端到了张栋之面前，这场景每

天都在上演。张栋之没有了衣食之忧，心

情特别舒畅，饭量也大增。“我一顿能吃三

个馍，还能吃一大盆面条。如果没有锡亮

的照顾，我这把老骨头早埋进土里了。”张

栋之说起话来笑声朗朗。

去年冬天张栋之生病的时候，张锡亮

更是日夜守候在他的身旁，熬药、喂药、烧

水、做饭。老人理发是个难题，村里没有理

发店，必须骑车带他到乡镇上去，一路颠簸

不说，还怕他挨冻受寒得了感冒。

张锡亮的父亲张林希望将张锡亮调到

县城学校任教，但有几次机会都被他白白

错过了。“我不能丢下一个孤寡老人就走

啊。”张锡亮一点也不为此感到惋惜。他一

边在教学点踏实工作，一边悉心照顾张栋

之的生活，依然自得其乐。

张栋之居住的是一个老屋，去年老屋

实在不能住了，张锡亮要接老人到自己家

中居住，张栋之坚决不肯。这下，可难坏了

张锡亮。他夜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只好

向乡政府求助。乡领导特意拨款进行危房

改造。

张栋之无儿无女，为什么不住乡镇敬

老院呢？张栋之说：“有了锡亮两口子的照

顾，要比住敬老院幸福得多啊。我还要赖

着他给我养老送终呢。”

张锡亮透露，他读小学二年级时无钱

报名，是张栋之主动拿出钱来为他交了学

费。几十年过去了，张锡亮铭记在心。“点

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现在他的生活面临困

境，我岂能坐视不理？”张锡亮说。

本报讯（通讯员郝国超 张平

乐 记者刘景华）11月26日、27日，

陕县农村信用联社先后分两批，对

本系统140多名员工进行消防安全

知识培训和演练。

消防官兵向分批参加培训的

员工解析了构成火灾必须具备的

可燃物、助燃物、火源等三大元素；

解读了社会单位员工必须提高消

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组织

人员疏散逃生、消防宣传教育等四

种能力；讲解了灭火器、室内消火

栓、手动报警系统联动等消防器材

工作原理；讲解了家庭防火注意清

阳台、清灶台、清楼道，关火源、关

电源、关气源；通报了电动自行车

火灾案例。员工们还在消防官兵

的指导下使用灭火器扑救液化气

火灾的实战演练。

据了解，陕县农村信用联社下

属30多个点140多名员工，在支撑

城乡区域和“三农”经济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金融场所的消防安全

直接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单位信

誉度。对此，该单位每年采取集中

或分散方式，组织全体员工进行两

次以上的消防安全培训，增强安全

防范意识。

禹州市方岗镇和沟村18岁的

女孩刘金鸽从小就是不幸的，奶奶

年老多病，父亲高位截瘫，母亲离家

出走，而她还是先天性聋哑，外边就

是一个无声的世界。然而，如今的

她又是幸运的，禹州市财政局驻村

工作队先后为她家送来了慰问品和

慰问金，特别是专门为她送来了日

里梦里盼望的一副助听器，她泣不

成声地说：“我又能听到老师讲课

了。”

刘金鸽家住和沟村，三间房子

里除了三张木床和两张摇摇晃晃

的破桌子，就再也没有一件像样

的东西了。用三块石棉瓦搭起来

的小厨房里，是一个泥垒的烧柴

灶台。屋里的一囤麦子和院里的

一垛干柴就是她家生活的最大希

望。80多岁的奶奶常年有病，爸

爸刘军营在她小时候下窑挖煤时

被砸伤瘫痪，只能坐在轮椅上。

妈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离家出

走，至今杳无音信。金鸽患有先

天性聋哑，疼爱她的爸爸在她小

时候给她配了一副助听器，教她

说话，让她上学。可是，自打父亲

瘫痪以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困

难。金鸽为了学会一技之长以便

养活奶奶和爸爸，初中毕业后到

禹州职业中专求学，可助听器由

于年久失修几乎听不见声音，上

课非常吃力。爸爸天天想着再给

她配一副，可三口人的低保和镇

里的救济仅够维持日常生活，他

总也挤不够这几千块，心里觉得

愧对女儿。懂事的小金鸽知道爸

爸的心事，咬咬牙从不向爸爸提

起，一副助听器竟成了金鸽的最大

心愿，也成了爸爸的最大心病。

今年6月，禹州市财政局工作

队来到了和沟村，在了解了金鸽家

庭情况后，工作队长、市财政局副

局长黄晓信当即带领大家为金鸽

家送去了大米、面粉、食用油和

300元慰问金，并迅速发动全局干

部职工捐款1.7万多元，为小金鸽

等全村6户困难家庭送去了生活

用品。

细心的黄局长知道金鸽的心

愿，特地让人花3500多元买来丹麦

进口的普瑞达助听器。当他们把这

个助听器送到金鸽手里时，金鸽和

爸爸都被惊呆了，没想到工作队这

么细心、及时，她的心愿终于实现

了。

本报讯（通讯员孔建红 张治

河 刘先莉 记者黄华）近日，“2015

年度全国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先进单

位”评选结果揭晓，共有133家省、

市、区县级单位被评为先进单位，平

舆县委县政府督查局名列其中。

人民网从去年9月到今年9月

通过网民留言的办理、回复情况、留

言量等进行奖项评定，平舆县今年

以来共办理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

板”网民留言368件，其中给省领导

留言70件，市领导留言30件，县领

导留言268件，已全部办理完毕，留

言量、回复量均居全市首位，回复率

达到100%。

今年以来，结合“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平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把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当做党

委、政府和人民群众交流沟通、推动

工作的重要平台。该县督查局严格

按照要求，认真办理接收到的每一

个网民留言，解决了大量群众困难。

今年6月27日，一位老人给县

委书记留言反映大热天家属院停

水，督查局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实地

查看，经查得知此次停水是因家属

院住户不愿分摊自来水管维修费

用。第二天，督查局立即对自来水

公司下发督查通知限期进行办理，

后经协调，自来水公司决定对该小

区立即供水并减免一部分水费。这

一举动得到了家属院住户的一致好

评。

目前，涉及平舆县的人民网地

方领导留言板网民留言已从原来的

平均几天一件，发展到平均一天一

件，大量网民诉求通过网络反映，获

得县领导关注而得到解决。

近日，灵宝市川口乡阎谢村村民李圆超正在采摘奶油草莓。李圆超利用310国道交通优势，从北京引进草莓新品种发展反

季节草莓，游客采摘每斤30元，目前平均每天销售额1500元，一个大棚年纯收入5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冯小龙屈建国摄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王丽霞）“朱阳

雄关、大好河山、乡居画卷、在河之南”……看到这

些镌刻在奇石上的文字，你可别以为是到了什么风

景名胜区，这是今年以来卢氏县朱阳关镇在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工作中实施的村头美化工程。除此，朱

阳关镇还实施了街头美化、治理“牛皮癣”等工程，

使朱阳关镇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观。

朱阳关镇农村人居环境的变化是卢氏县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成效的缩影。今年以来，

卢氏县把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作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点工作，不断创新工作机制，美丽乡村

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行门前“四包”责任制，全县352个行政村

实现全覆盖。年初以来，卢氏县在全县范围内

统一执行农户门前“四包”责任制，即包设施、包

卫生、包秩序、包绿化。“四包”责任制实行严格的

考核办法，评出“优、良、差”三类等级户，并用

“红、绿、黄”旗分别进行公示。今年以来全县已

开展专项督查10次，季度考核3次，按照考核成

绩拨付补助资金180万元。

提高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标准，要求做

到“六清三化四规范”。“六清”即清垃圾、清粪便、

清污水、清道路、清废墟、清乱象；“三化”即绿化、

亮化、美化；“四规范”即规范设立各类专业市场，

规范设立统一的门店标准，规范市场秩序，规范

农资及生活物品摆放秩序。

目前全县19个乡镇建成无害化垃圾填埋场

2个、污水处理设施15个、固定式垃圾池1009

个、垃圾桶1128个。全县农村已建成公共厕所

174个，聘用专职（兼职）保洁员1704人，累计清

理农村垃圾3.5万多吨，基本上改变了农村以前

那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屋里现代化，院

外脏乱差”的现象。

本报讯（通讯员杜福建 陈康 记者曹

国宏）初冬时节的桐柏山，万山红遍、层林

尽染，看蓝天白云，听潺潺溪水，游人无不

流连忘返。

“目前，我们已与河南省桐柏山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成功签约，启动了桐柏山淮源

风景名胜区提升改造工程，桐柏的旅游业

已步入快车道。”桐柏县委书记莫中厚告诉

记者。

在桐柏县红叶风景区，一拨又一拨的

游人似潮水从四面八方涌来。“最多时每天

接2000个电话，忙得不亦乐乎。”红叶景区

负责人张训军告诉记者。

享有中原“红叶之都”美誉的桐柏红叶

景区是桐柏县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发展生

态旅游所打造的精品景区，规划面积达

95.8平方公里，红叶主要是黄栌，间有野

枫、柿树等树种，春则翠如鹅黄，夏则墨绿

浓郁，秋则锦绣璀璨，间有青松点缀，整个

山体如同美女红裙束身。该景区规划分为

门景综合服务区、滨水休闲度假区、红叶观

赏区、山林体验区、奇石览赏区五个区。目

前基本具备大型旅游团队的接待能力。

桐柏县旅游文化部门负责人说，桐柏

有着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历史文化积淀丰

厚。这里，春可采茶品茗，夏有淮河探源，秋

能遍观红叶，冬来观“水帘挂雪”。近年来，

该县着力构建生态旅游发展体系，优质的生

态旅游资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消费。

近年来，桐柏县围绕“政府引导、市场

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旅游产业发展思

路，成立了生态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把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来抓。桐柏山

淮源风景区先后被命名为“国家级风景名

胜区”、“淮河源国家森林公园”，被评为“中

国旅游最佳去处”。

“去年，桐柏累计接待游客304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4.9亿元。”桐柏县

县长贾松啸告诉记者。

“我这一辈子，可以说把精力全部倾注到蜂

蜜酒身上了。”11月23日，身材魁梧、精神抖擞

的虞城县城关镇红旗村65岁的村民韩振义，握

着记者的手，笑声朗朗地说。

老韩是如何想起用蜂蜜酿酒的？他说，当

年在部队服役时，听到部队一位老首长说起蜂

蜜酒的故事，有着近3000年的文化底蕴，且酒

体具有营养健身功效，但酿制方法已经失传。

老韩听后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失传的民

间魁宝再放异彩。

转业回家后，老韩便着手摸索用蜂蜜酿

酒。他说，刚转业时一个月就30多块工资，全部

用来购买蜂蜜和酒坛等酿酒用具。用坏了多少

个酒坛，打碎了多少个玻璃器皿，老韩已记不清

了，开始要么酿不成，要么变成醋。到底蜂蜜能

酿出酒来吗？老韩有一段时间心里直打鼓。

之后老韩打算借鉴一下别人的成功经验。

当时没有电脑，想查阅资料只能到县图书馆。

老韩便成了县图书馆的常客，一有空就去图书

馆翻书，但是没有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图书

管理员告诉老韩，说咱们这图书少，你去省里图

书馆看看吧。老韩去了郑州图书馆几趟，也是

一无所获。

老韩最后决定还是靠自己。他没黑没白地

观察蜂蜜发酵的过程，以至于家人把他当成神

经病。经过一次次试验，老韩终于培养出酿制

蜂蜜酒的曲来，再加上灭菌技术上的改进，蜂蜜

酒最终还是被成功酿出来。老韩酿出来的蜂蜜

酒，酒体通透，口感绵甜，保持了蜂蜜的营养成

分。2007年，老韩成功申领了国家专利。

老韩酿制的蜂蜜酒，除了销售，不论是左邻

右舍，还是慕名而来的酒客，都能免费品尝。老

韩说，品尝后由衷地给个赞，是给他最大的鼓

励。如果提出想学蜂蜜酒的酿造技术，他会毫

不保留地提供。

在采访的最后，老韩说，老年人适量饮用蜂

蜜酒,可活血行气、壮神御寒，他正准备着为附

近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送点蜂蜜酒，让老人们过

上一个温暖的冬季。

陕县农村信用联社

抓好全员消防 提高信用安全

驻村工作队
让她又能听课了
□通讯员化红军刘艳红

本报记者宋广军

平舆县荣摘“全国网民留言
办理工作先进单位”

张锡亮：爱心教师照顾孤寡老人
□通讯员赵敬雷闫占廷本报记者侯博

灵宝：采摘反季节草莓

卢氏县

农村环境“颜值”高
创新机制是法宝

韩振义的蜂蜜酒情结

本报讯（通讯员谢建胜 戴英

杰）11月20日上午，太康县“三严三

实”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在逊母口

镇召开。此次会议是对县委“三严

三实”12项专项治理工作进行检查

验收，重点是群众反映较多的农村

“三资”管理、低保、危房改造的专项

治理工作。

逊母口镇在镇纪委的精心组织

下，超前谋划、逐户入户调查、完善

档案管理，采用“一筛查、三比对、二

公开”的措施，充分发挥四议两公开

作用，治理工作成效显著，共取消调

整低保户165人，其中死亡21人，

超低保标准144人。彻底取消了人

情保、关系保等现象。

通过实地观摩，逊母口镇在低

保工作中存在三个方面的亮点：一

是统一标准，责任明确，公示规范；

二是管理制度比较完善，经费保障

有力；三是档案管理规范。

县纪委书记马自成对逊母口镇

党委、纪委近阶段的工作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同时要求，各乡镇一要

认清形势，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

谨细致的态度，做好农村低保、危改

工作的清理清查，深入查找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坚决清除不符合条件

的对象。二要扎实推进，要做到相

关信息真公开、县乡村信息真比对，

形成制度化、规范化，主动接受群众

监督。三要严格纪律，严格责任，严

格追责。对滥用职权、暗箱操作、弄

虚作假等违法违纪人员，要严肃查

处，绝不姑息，对执行政策不力、问

题严重的，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

责任。

太康县逊母口镇

低保工作三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