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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2月15日，

记者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从2016

年起，我省的本科三批和专科批次也

将实行平行志愿。

2015年，我省高考录取一本和

二本实行的是平行志愿，本科三批和

专科批次录取采取的是“顺序志愿+

平行志愿”的模式。

平行志愿投档，是按“分数优先、

遵循志愿”的原则投档。从最近几年

的录取情况看，平行志愿分布较为均

衡，考生志愿的满足率比较高，可有

效保护高分考生。

此外，我省还将推动招生计划管

理改革，继续压缩人才培养过剩、就

业率低的学校和专业的招生计划，推

动高校建立分专业招生计划安排与

就业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

“能在春节参加县里的电商培训，真是一件得劲儿

事！”2月15日，在唐河县电子商务一条街电商培训中心，

苍台镇农民丁怀庆一边在浙江“一扇门”电商专家刘丰春

的指导下进行网上操作，一边高兴地说。

“应学员们要求，培训从大年初一就开始了。”刘丰春

说，“趁春节返乡人员较多这个节骨眼，我连浙江都没去，

加班加点给大伙授课。”

和丁怀庆一同接受此次电商培训的学员有100多

名。按照唐河县“万名电商培训规划”，“一扇门”电商专家

从电商发展的趋势和现状、店铺注册流程、店铺设置环节、

店铺卖家中心功能和基本规则及处罚情况等方面，向学员

们讲授了电商创业的初期定位以及行业数据分析，并为学

员在开店方面遇到的各种困难答疑解惑。

在新落成的唐河县电商培训中心，县委书记李德成也

来听取专家授课。李德成告诉记者：“作为南阳市唯一一

家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唐河借助‘互联网+’

的力量，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现代农业‘接网触电’迎

来开门红，使电子商务逐步成为农民脱贫攻坚的助推器和

县域经济转型的催化剂。”

据了解，去年以来，唐河已建成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

地、电子商务运营中心、电子商务仓储中心、35个乡级和

197个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初步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农

村电商服务体系。今年，唐河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普及

率可达70%以上，规模以上企业应用电子商务的覆盖面达

80%，重点产业集聚区电子商务普及率达90%。

在培训现场，桐寨铺镇农民毛志青学得格外用心。毛

志青去年从南方回乡创业，他在县电子商务办公室的支持

下开了首家电子商务服务站。“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乡

亲们家里的土特产收购来，再通过互联网卖到全国。”毛志

青说，“在服务站看到自己的特产在网上有了订单，乡亲们

都很高兴。这几天过年，乡亲们还在一起开会讨论产品设

计、包装、品牌推广等问题呢。”

为发展电子商务，唐河县出台了《关于加快唐河县农

村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创设了

唐河县电子商务一条街、唐河县“互联网+”基地、唐河国际

商贸物流城等一系列平台，先后招引京东、苏宁、大宗农产

品、乐分商城等电商企业抢滩唐河市场。

县长周天龙告诉记者，今年唐河以唐河外滩6万平方

米电商大厦为平台，加快建设宛东电子商务产业园、唐河

“互联网+”基地、宛东电子商务服务中心、唐河县“互联

网+”基地培训中心，开始重点引进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服

务类创新创业项目和人才。2015年底，县政府与京东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在商业区内建立京东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发展壮大电子商务产业，有力

带动了传统产业经营模式转型升级。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2月14

日，春寒料峭。春节后首个工作

日，辉县市委院里秩序井然，大家

互致新春问候，整理办公室，像日

常一样进入了工作状态。

上午9时，辉县市委第一会议

室座无虚席，全市四大班子领导悉

数报道，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天，

市委中心组学习就开始了。辉县

市委中心组学习的重点是2016年

中央1号文件精神。与会人员有

的认真记录，有的在文件上做标

记，抓住与自身工作有关的上级精

神和信息。

辉县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星吉

安排了当前重点工作。要求全市

企业要抢占先机，抓紧时间安排生

产、建设等工作；要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要

保质保量做好南水北调河渠绿化

工作；城市建设工作要化解库存

房，加快安置房建设，加大城市管

理力度；努力做好环境保护和安全

生产工作。

辉县市委书记王天兴就做好

当前重点工作指出，要学习政策、

研究政策，推进辉县市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既要了解上级的各项政

策，又要掌握基层的实际情况，四

大班子领导要当好“首席服务官”

深入一线，现场指导、现场协调，及

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确保实

现2016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

王水田）“镇里已做出了这样严格

的规定，往后这春会不敢再去

赶啦……”2月15日，尉氏县洧川

镇一名机关干部说。

2月14日，洧川镇党委、镇纪

委向全镇党员干部发出通知，严禁

党员干部违规参加农村春会日活

动。过去，每逢村里有庙会、集会，

亲戚们都来串门，机关干部也都三

五成群地到村干部家里凑热闹、套

近乎，吃吃喝喝，影响工作。对此，

该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遵守

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带头移风

易俗，严禁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参加

春会活动，不准借参加春会之机接

受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吃请，不得接

受各种礼品馈赠，凡在督查中发现

有违反规定者，要从严追究有关领

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50年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让我

们知道了兰考，留在记忆中的兰考黄沙漫

漫、盐碱覆盖大地。50年后，昔日让焦裕禄

牵挂的土地已被一片片良田替代，贫困落后

的面貌焕发新颜，原来穷得叮当响的人们开

始脱贫奔小康。“日子好过了，生活幸福了，

政府没有忘记我们穷人。”近日，兰考县南彰

镇的贫困户宋凯光说。

在过去50年里，兰考一直顶着“国家级

贫困县”帽子，经济发展水平也在河南省排

名中长期倒数。为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目标，

自2014年起，兰考县以政府为主导，把区域

整体发展与扶贫到村到户相结合，兰考开始

行动并保证2016年在全省率先脱贫。

时隔50年，焦裕禄精神依然在鼓舞着

兰考干部群众。当年战风沙、抗盐碱的劲头

因扶贫开发又一次在兰考大地上战鼓擂响：

干部进村精准对接扶贫，把企业引进来、开

到村，打造产业富民，齐心协力解决贫困户

发展最现实的问题。“去年，全县脱贫人口

4.7万人，加上2014年脱贫2.5万人，累计脱

贫7.2万人，完成总目标的91%，剩余7400

多贫困人口，今年将彻底甩掉贫困帽子，到

2020年兰考将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兰考

县委书记王新军说。

贫困村来了驻村扶贫“精英队”

——聚焦“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

的核心问题，重在提高脱贫攻坚成效，在精

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

精准落地上见实效

为实现扶贫精准化、管理精细化，从

2014年起，兰考县逐步建立了脱贫工作印证

机制，加大县直和乡镇干部扶贫力度，实行

县级领导分包乡镇，科级干部当队长、科级

后备干部当队员的驻村帮扶机制。从县乡

两级选派345名优秀干部，调整充实115个

驻村扶贫工作队，派驻到全县115个贫困

村，实现对全县贫困村的全覆盖。

兰考县委办公室张升奇是选派驻村的

345名干部之一。2015年1月初他来到了

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南彰镇宋庄村，成为

这儿的扶贫工作队队长、驻村第一书记。

过去宋庄村由于交通闭塞、思想落后，

是兰考县出了名的贫困村。张升奇驻村后，

通过走访调查，很快摸清了村内社情民意。

“宋庄村下辖宋庄、鲁寺、胡桥三个自然村，

2013 年村中原有贫困户 213户、621人，

2014年脱贫47户、168人，2015年通过产业

支持、定点帮扶等方式让160户、438人脱

贫，对每个贫困户我们都制定有针对性的扶

贫规划。”村子里脱贫的情况张升奇了如指

掌。

2014年，村民胡登云因母亲生病，原本

不富裕的家庭又一次陷入贫困。张升奇了

解情况后，发现他家有养牛的经验，就找到

胡登云，▶下转第二版

猴年春节假期刚过，记者来到西华县黄桥乡后石羊村

采访，该村一位退休老局长杨国干介绍说：“我退休在家定

居5年，后石羊村新农村建设发生了5大变化：街宽了、路

平了，路灯明亮，绿化树四季常青；村民生活质量提高了；

村民衣着讲究了；村民住楼房的多了；各种商店入村，村民

便利了。”

后石羊行政村辖19个村民组，1500多户，近6000口

人，是全县最大的行政村，村内有主要道路7条，小街小巷

48条。2010年以前，后石羊村主要街道都是土路，坑洼不

平，交通不便。小街小巷更是杂物堆积，污水横流。在新

农村建设中，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王涛，带领村“三

委”班子到县扶贫办、农开办、交通局等相关部门跑项目、

要资金，5年争取到项目资金1000多万元，把村内7条主

要街道都修成了水泥路。配套资金不足，王涛还带头捐

款，采取党员干部捐一些，在外成功人士凑一些，群众集一

些的办法筹集资金，村内小街小巷也都进行了硬化、绿化、

美化。

在美化村容村貌的前提下，该村还重点抓好村级服务

功能建设，村委会支持村民新建、改建、扩建对村民生活有

益的门店及摊点。村委会招商引资200多万元，在村头建

成了大型生活超市“红樱桃生活广场”，方便村民生活。在

村委会的带动下，一批超市、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截

至2015年底，村内有超市5家，商店、饭店10个，农资、电

器电料门店4家。年近70岁的村民王金山深有感触地说：

“现在村民吃得饱，穿得好，住得好，买卖、办事不出村，和城

里人一样生活。”

该村还把新农村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推进

改厕、改厨、改水、改路、改房，促进农村环境美、产业美、精

神美、生态美。为了把美丽乡村建设形成规范化、制度化、

常态化，村委成立领导组，组织了30多名党员、村干部、群

众代表为“义务卫生员”，坚持在全村范围内每天打扫卫

生，清运垃圾。村民门前“五包”责任制，实行奖罚，村委每

周督促检查，每月一评比，一季度一通报，年终对多次被评

为先进的农户给予物质奖励，切实把“美丽乡村建设”抓

好、抓实、抓出成效。

2014年以来，西华县委、县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全党动员、全民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使农村的村容村貌

发生了巨大变化，取得了院美、街美、村美、景美、人更美的

显著成效。2015年底，西华县被国务院新闻办中国互联

网新闻中心评为“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2014年、

2015年连续两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河南省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工作先进县。

全县涌现出了柴城村、常村、后寨村、后石羊村等一

大批先进典型。特别是后石羊村的美丽乡村建设，除完

成硬化、绿化、亮化外，还突出抓好村级服务功能的建设

完善，引进大超市，新建商店、门店，银行入村，电话代办，

村民办事、买卖不出村。后石羊村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和推广。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美丽乡村”建设，西华县委、县政

府将把美丽乡村建设作为惠民工程，深入持久地抓下去，

使美丽乡村建设深得民心，把美丽乡村建设与推进城镇

化建设结合起来，提升村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让

村民过上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倪崇）2月

15日是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在方城县，557

名村党支部书记和县乡干部已经聚在一起，

准备参加全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这在该县

逐渐成了一项“传统”。

为提升村党支部书记业务素质，从去年

开始，方城县春节过后第一件事，便是把县

乡村干部聚在一起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

为干部搭建“零距离”沟通平台，齐商新一年

的发展良策。

2月15日上午8时，方城县三级干部会

议在党校大礼堂准时开始。第一项内容，是

为村支书播放方城县“十二五”期间工作亮

点和“十三五”展望短片。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油料生产百强

县、绿色农业示范县，国家级标准化现代农

业气象服务县、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生态

丹参之乡、木瓜之乡……短片内容没有生硬

的语言讲述，而是通过一个个荣誉背后鲜活

的故事，让参会者了解到集体荣誉的获得和

他们的辛苦付出息息相关。

杨楼镇杨庄村党支部书记郭长宾说：

“以前干活没有考虑太多，没想到‘芝麻官’

责任大着哩，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会议第二项内容，由县四大家领导为

2015年度标兵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十

佳”优秀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十佳”先进

村（社区）党支部和“强基之星”先进村（社

区）党支部颁奖。先进单位和个人不仅收获

了荣誉，现场还获得了近400万元的物质奖

励。

台上颁奖热烈，台下在座者感触更深。

杨集乡大朱庄村党支部书记王中山说：

“县里重奖村党支部和先进个人，既是对村

级工作的重视，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支

持。”

杨楼镇杨庄村党支部书记郭长宾说：

“奖励先进，就是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大家

摩拳擦掌，明争暗赛，今后工作的劲头更足

了。”

不仅会场内氛围热烈，场外同样亮点纷

呈。

午饭刚刚结束，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便

带着县乡干部和村支书们一同观看各乡镇、

街道及县直部分单位“十二五”期间的亮点

工作展板。生态魅力柳河、神韵回乡袁店、

古镇新姿博望、美丽宜居拐河、生态旅游杨

集、工业强镇广阳……各个乡镇的特色亮

点，让参会的村党支部书记备受鼓舞。

在人群中，记者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

影。她叫徐运芝，是博望镇前荒村党支部书

记，去年被评为“河南省最美村官”。“我是第

二次参会了，每次来都有不同的感受。今年

最大的亮点，是看到了兄弟乡镇和优秀村党

支部的风采。回到岗位后，我会及时内化所

学，取长补短，理清发展思路，带领群众尽快

富起来。”徐运芝说。

方城县委书记褚清黎说：“不谋全局者，

不足以谋一域。举办三级干部会议，目的是

让广大农村党支部书记知道‘成绩是什么、

机遇是什么、发展靠什么、以后干什么’，开

阔视野、提升素质，找准自身定位，谋求新的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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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丰兴汉左力马伏娴

辉县市

节后第一天 快速进角色

尉氏县洧川镇

干部不再“赶春会”

用焦裕禄精神决战贫困
——河南省兰考县扶贫开发工作纪实

□范亚旭张培奇

开年搭平台 支书受益多方城

我省2016年高招
三本和专科实行平行志愿

后石羊村整洁宽阔的南北大街后石羊村整洁宽阔的南北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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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

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西华县后石羊村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彭世繁文/图

新春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