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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第一书记系列访谈

□本报记者 曹国宏通讯员李超峰 金玉刚

汝阳 又到粉条热销季

乡村治，百姓安。

基层基础工作很关键，中央的各项方针

政策，尤其是党的惠民政策，最终都要靠基

层去落实，党的形象也要靠基层体现出来。

2015年12月4日上午，南阳市委书记

穆为民专程赶到方城县博望镇前荒村调研

黄金梨种植。

村民高金友家的三亩多梨园成了观摩

点，将近70岁的他忙得不亦乐乎，一遍遍地

回答大家的提问，从种植技术、品种特色到

销售收入，无所不知。旁边的“土专家”胡士

林说：“别看他这会眉开眼笑的，几年前，要

不是被俺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拦住，他这梨

园早没了。六七十的年纪了，上哪去一年能

挣六七万块啊。”

原来，当初村里组织村民种植黄金梨，

因为对技术、市场等情况还不熟悉，黄金梨

的种植效益并不被人看好，还没种几年，大

多村民都开始砍树。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

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一家一家地做工作，

能拦住的就拦住，看到那些偷偷砍掉的，她

的泪水禁不住流出来。好几次，她自己偷偷

跑到梨园里嚎啕大哭。

高金友家这块地原来种的是4亩黄金

梨，刚砍了一行梨树时，幸好被徐运芝拦住

了，保留下来了3亩多，现在每亩梨树能挣2

万元。胡士林说：“俺们都是党员，或者是村

民小组长，看到支书这样为老百姓操心，我

们就带头支持她，坚持没砍梨树。徐支书领

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干，现在全村种植黄金梨

2500亩，挂果的梨园亩均收入2万元以上。”

听了大家的述说，正在调研的南阳市委

书记穆为民动情地说：“一个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前荒村党支部书记徐运芝以实际成效

树起了团结干事、真心为民形象。事实说

明，我们一定要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全面提高服务发展、

服务群众、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近年来，方城县委紧紧抓住基层党建这

个“牛鼻子”，做到党建引领，发展开路，稳定

保障，治理完善，全面小康。创新开展“基层

党建+”，着眼于“县域发展从党建破题，‘基

层党建+’促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完善实现全面小康”的根本要求，农村

基层组织建设蹄疾步稳，经济社会等各项事业快速发展。

抓书记带班子，扬威立信

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认为，做好基层工作，人是决定性因素，抓住

人就抓住本了。人是本，事是标，人是纲，事是目，事是靠人去做的。抓

人是抓战略的，抓事是抓战术的。一切事情人在先，事在后，人是事的前

置。作为基层领导，抓基层党建，抓基层组织，就要抓人。▶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王延辉 焦莫寒）移动互联

时代，一条“大河”奔涌而来，一亿多河南人终

于“等到”咱自己的省级新闻客户端。

1月8日，以“知己一亿人”为主题的大河

客户端上线暨中国新闻客户端高峰论坛在郑

州举行。上午10时许，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

素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主任何彧，《中国记者》杂志社总编辑文璐

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领导一起手持激光笔

共同“点亮”背景墙，一个全新升级的大河客

户端正式上线。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赵素

萍等领导还现场扫描“二维码”、下载APP，第

一时间成为“新”河粉。

“千万用户再出发”。大河客户端是在已

经聚拢粘合了一千多万用户的大河报客户端

的基础上，整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优势资源，

倾力打造的一款省级新闻客户端，它立足中

原大地、服务一亿百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大河客户端的上线，正是为一亿知己而来。”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

书记赵铁军在上线仪式上说。

一“报”之差，变幻万千。相较于原来的大

河报客户端，大河客户端从站位定位、内容框

架、功能设置、技术平台，都实现了革命性的升

级换代。“这个客户端，要行得‘端’正、最赞河

南，能看出‘端’倪、最通河南，耐得‘端’详、最懂

河南。”赵铁军表示，大河客户端将以做有品质

的新闻为己任，讲好河南故事、传播好河南声

音，同时致力成为河南各方面资源连接器，依

托互联网+平台为用户提供生活便利。

“大河客户端上线，标志着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在新兴媒体融合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在扩大主流媒体影响力、壮大主流声音、坚守

主流阵地上又多了一条新的渠道，是一次更

好地顺应大众移动阅读需求的重整装束、再

出发。”作为此次活动的唯一合办方，《中国记

者》杂志社总编辑文璐在致辞中如是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大河客户端与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各所属媒体记者建立了24小时无缝对接

的供稿渠道，集团各媒体记者、编辑和评论员会

实时为大河客户端各新闻频道提供各类新闻报

道和评论。除了时事、财经、文化等新闻频道之

外，大河客户端还开设了一批特色栏目，由训练

有素的采编团队精心运作，用户关心的各类大

事、要事和大量独家原创新闻都会第一时间在

这些栏目中发布，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订阅相应的栏目或页签，实现个性化订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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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倾力打造全新省级新闻客户端

知己一亿人“大河”奔涌来
大河客户端迭代升级重装上线 中国新闻客户端高峰论坛同期举行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政

之要，唯在得人。方城县委下大

力气抓好基层党建，抓好农村党

支部书记这个关键少数人，强化

他们当好“领头雁”的定力，让他

们带飞基层党员这个关键群体，

带出基层群众发展致富的内动

力，凝聚了基层组织的向心力，

形成了同心协力谋发展的强大

张力，彰显出经济社会发展新常

态下县级党委的执政能力。

这是我们应当大力倡导的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县委

一班人把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敬畏百姓、赢得民心奉

为圭臬，深根扎在农村农民，厚

植农业发展沃土，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甘做基础工

作，甘抓未成之事，默默做着为

群众打基础管长远的系统工

作，体现出县委、县政府久久为

功的战略思维。

方城县委求真务实、真抓

实干，摒弃“只唯上不唯下”、一

心想着引起“上头注意”的短视

理念，以基层稳、基础牢、让人

民群众有获得感为政绩追求，

定能推演出“党建+”的大数据。

1月10日，汝阳县上店镇西街村豫阳薯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社员在晾晒粉条。据了解，该县生产的红薯粉条、粉丝、粉皮畅销省内

外。春节临近，当地农民正加紧生产，为供应春节市场做准备。 康红军 摄

去年12月初，在“12·4”国家宪法日来临

之际，宁陵县豫剧团到该县阳驿乡潘集村连

演五天大戏。曲目专为老人量身定制——

《下陈州》《赵匡胤》《杨六郎招亲》等，耳熟能

详的唱腔、久违难忘的扮相，让村里的老人们

过足了戏瘾。

此次活动期间，省司法厅驻宁陵县阳驿

乡潘集村第一书记都泓泽在“送法治戏剧下

乡”的五天里，同步组织开展“送法律服务下

乡”、“法制宣传看得见”等活动，实现了法治

宣传教育和驻村扶贫工作的有机统一。

“去年8月27日，省委组织部选派我到宁陵

县阳驿乡潘集村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四个多月

来，我把驻地当”第二故乡”，在各级领导部门的

支持下，村情摸底调研、结对帮扶等驻村工作开

局都比较顺利。”都泓泽喜悦地告诉记者。

“来到潘集村后，我很快发现法治教育、

法律服务等工作在这里几乎是一片空白。我

决定发挥司法行政资源优势，推动乡村法治

进街道、进学校、进家庭、进头脑，努力改变潘

集村法治‘贫困’面貌。”回想起刚到村里时的

感受，都泓泽眉头微锁。

“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潘集村是典型的

‘空心村’，全村2600多口人，大部分年轻人

长年外出务工，平时在村里的不足1000人，

且主要是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都泓泽说，

“显然，要想确保如期脱贫摘帽，必须要精准

聚焦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以及残疾人。”

在都泓泽看来，脱贫攻坚，儿童发展是关

键。“我们坚持‘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和

‘儿童优先’的原则，实施留守儿童关爱工程，

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扶贫活动，让每一个留守

儿童能够正常上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

于扶贫攻坚如何破冰，都泓泽这样说。

“如果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那么老人就

是社会的财富。”都泓泽形象地比喻说，“老人

为社会做了一辈子贡献了，决不能让他们老

无所依、老无所养。要实施留守老人关爱工

程，设立公益敬老基金，开展‘送温暖’等志愿

活动，让每一个留守老人能够安度晚年。”

“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并非不

想脱贫，而是力不从心，我们要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爱。”都泓泽说，“实施残疾人关爱工程，

设立公益扶残基金，▶下转第二版

驻村干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
——访省司法厅驻宁陵县阳驿乡潘集村第一书记都泓泽

□本报记者张生平通讯员张金才韩保丰

都泓泽，男，汉族，中共党员，

1973年12月生于滑县，省司法厅

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8月，被

省委组织部选派到宁陵县阳驿乡

潘集村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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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上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

使命。省委书记郭庚茂在近日召开的省委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充分认识到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实施精准扶贫的要求在河南具体

化，在精准脱贫上出实招、见真效，确保如期完

成脱贫任务。

为落实好中央和省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精神，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推进贫困村驻

村帮扶工作，更为驻村第一书记提供一个梳理

工作思路，共同交流、提高的学习平台，从今日

起，省委组织部、省委农办、省扶贫办与本报共

同创办《驻村第一书记系列访谈》栏目，向广大

读者介绍我省驻村第一书记在驻村帮扶工作

中探索的新经验及取得的新成果，共同助力新

时期的脱贫攻坚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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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范素

娟）为提升烟叶生产机械化作业水平，

推动烟叶生产减工降本增效，1月7日，

记者从省烟草专卖局（公司）获悉，2016

年，全省将加大烟叶生产全程机械化作

业示范推广力度，围绕全程化作业、系

列化配套、标准化生产、专业化服务四

个目标，在洛阳市建设烟草农机示范

园，在7个烟叶主产区设立烟叶生产全

程机械化作业试点，研究探索适应平原

和丘陵烟区地形地貌的全程机械化作

业机械配置、作业形式、组织方式、运行

模式，确保全程机械化作业试点实现烟

叶育苗、整地、施肥、起垄、移栽等生产

环节100%机械化作业，亩均用工降至

12个以下。

据介绍，在烟草专用机械研发上，今

年我省将根据不同产区烟叶生产条件，

研发完善适合的系列移栽机，高效中耕

培土机，专用植保机，打顶抹杈机，烟叶

采收、分级机械以及多功能烟草农机作

业平台等烟草专用农机核心设备。同

时，按照烟叶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需要，

对现有机型设计进行优化调整，对已购

置设备进行改造整合，与新研发设备进

行集成配套。

全省13个浓香型特色优质烟叶示

范区和36个基地单元将推广全程机械

化作业试点成果，探索合作社烟草农机

全程专业化服务模式，建立“河南省烟叶

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农机服务标准”。

我省将建7个烟叶生产
全程机械化作业试点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8日，

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在北京举行。在此次大会上，河

南农业大学主持或参与的3个项

目获了奖。在教育部公布的高校

获201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通

用项目）统计排名中，位居全国高

校第24位，河南高校第一。

其中，范国强团队的“四倍体

泡桐种质创制与新品种培育”摘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是

他主持的“泡桐丛枝病发生机理

及防治研究”获2010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后，再次摘得该

项荣誉。

河南农业大学参与的“玉米

冠层耕层优化高产技术体系研究

与应用”和“稻麦生长指标光谱检

测与定量诊断技术”两个项目也

摘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河南农大捧回3个
国家科技奖

省委组织部 省委农办 省扶贫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 联办

据新华社1月10日电 2015年，

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达5.81万亿元，

林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1400亿美元，

分别是2010年的2.6倍和1.5倍，我国

林产品生产和贸易跃居世界首位。

这是记者从1月10日召开的全国

林业厅局长会议上获悉的。据介绍，

“十二五”时期，我国林业产业蓬勃发

展。特色经济林、林下经济、森林旅

游、花卉苗木等绿色产业加快发展，林

业电子商务迅速崛起。全国林业一、

二、三产业的比例由 2010年的 39∶

52∶9调整为33∶51∶16，产业结构逐步

优化。

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在会上

说，要高度重视发展林业产业，积极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大做强绿色

富民产业，不断扩大林产品有效供给。

我国林产品生产和贸易
跃居世界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