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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沈丘县 种粮大户的猴年期盼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春节唱主角

淅川县

新年表彰“好儿媳”

欢欢喜喜过个年欢欢喜喜过个年

猴年春来早，农民备耕忙。正月初六，

年味尚浓。记者行走在沈丘县农村的田间

地头，绿色锦缎般的麦田里，农民朋友或化

控除草，或补施苗肥，勾勒出一幅人勤春早、

生机盎然的田园风景。

姜启发：把宝“押”在农机上

记者走进种粮大户姜启发的麦田里，忙

碌的老姜正和妻子郭秀英推着打药车，往返

穿梭喷打除草剂。

“老姜，新年好，今春有啥打算？”记者问

姜启发。

“今年俺小麦种植面积已发展到600

亩，规模种粮必须实现机械化，以机械代替

人力。要不，种粮食就不赚啥钱。虽说这几

年添置了部分农机具，但还是不够用。现在

人力成本越来越高，雇个人一天百十块钱很

正常，麦收和秋收时我们得雇10个人，没有

机械的话，30人都忙不过来。如果租用机

械，一亩地播收得五六十块钱，600余亩就是

三四万元，而且到了忙时还不一定能排上

队，还是自家有了机械方便，农时收种不作

难。听说今年农机补贴还将大调整。国家

这样支持农业发展，俺种地、购置农机怎能

没有激情呢！”姜启发说。

在姜启发看来，机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开启“十三五”开局精彩的金

钥匙，在农业机械化上要舍得投资，舍得花

钱，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保证。

董国华：再向科技要杯“羹”

“今年土地每亩租金平均940元，比去年

略有上涨，每亩高出近100元，高出部分找谁

索要？首选途径就是依靠科技夺高产。”直言

快语的种粮大户董国华向记者摊牌。

老董的妻子补充说：“这是俺家老董的

小麦高产种植计划。从整地、选种、施肥、播

种到管理，每个环节都融入科技含量，希望

单产比着去年高出40至50公斤。”

“你看这小麦长势多好，苗齐苗壮，俺播

种用的新良种，施肥用的配方肥。现在墒情

很好，底肥劲儿足，只要田间科学管理跟得

上，每亩增收百十斤没问题！再加上有‘十

三五规划’和中央农村经济工作精神做后

盾，国家惠农政策一波接一波，这让农民种

地不但有使不完的劲，而且越来越感到种地

很体面。我相信，庄稼人将很快成为‘开着

轿车下地，住着别墅消遣’的新型农民。”说

话间，憨厚的老董露出了微笑。

周华东：期盼农发行再发“力”

在东城办事处李安庄村村民周华东的

麦田里，周华东津津乐道：“近几年来，农发

行确保收购资金足额供应，大力支持粮食收

购，有效遏制了谷贱伤农，很好地保护了农

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重点支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归根到底还是支持咱老百姓。”

据记者了解，该县农发行已累计投放支农

信贷资金3.4亿元，支持雪融面粉、振东纺织等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走“公司十基地十农户”

产业化经营模式，形成小麦、玉米等农作物订

单种植示范基地，一头连着市场，一头连着农

户，把公司利益与农民的收益捆绑在一起。目

前，小麦订单种植已发展到3.2万亩，惠及农户

946户，让农户实现“未产先销”，为当地农民群

众直接增加收入800多万元。这样从根本上

解决了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的

矛盾，让受益农户乐此不疲。

“俺今年仅有350亩是订单小麦，还不及

自己总种植面积的一半。期盼农发行再发

‘力’，定制支农惠农‘升级版’系列套餐，让更

多的龙头企业‘舞’起来，让更多的农民猴年

再圆增收增产梦！”周华东发自内心的说。

文明过节文明过节 严禁赌博严禁赌博

河南日报农村版制作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

陈天恩）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春节期间，三门峡市湖

滨区高庙乡充分利用各种节庆活

动平台，通过灯展、猜谜、说唱、歌

舞、版面、春联等多种载体，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巧妙地融入其

中，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

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喻

户晓、人人皆知，真正达到了潜移

默化、寓教于乐的效果。

该乡投资6000余元购买“吉

祥道德”灯笼230盏，集中悬挂于

街道、市场、广场、道路、景区、村

口等人员密集、过往频繁的场所地

段，形成灯笼一条街、一条路、一广

场、一景区、一村庄；展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宣传版面15块，绘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墙体漫画

500米，并以路灯灯杆、电杆为标

杆，沿线悬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益宣传牌50条，打造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版面展示一走

廊、墙体漫画宣传一面墙、公益宣

传一条线。同时，他们通过邀请书

法家义写春联送农民、元宵节谜语

竞猜等活动，共义写春联约500

副，设置谜语200条，参与竞猜约

300人。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入脑入心。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

夏季风）2月5日，淅川县寺湾镇

上贾沟村热闹异常，原来该村正

在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村级“盛

事”——“好儿媳”表彰会，迎接猴

年新春。

在现场，“弘扬传统美德‘以

孝为荣、孝行天下’”的标语印记

着这场表彰会的主题，喧天的锣

鼓、鲜艳的锦旗与鲜红的光荣花

一道，烘托出了喜庆而热烈的会

场气氛。

“好儿媳吴新丽，无怨无悔地

照顾偏瘫在床的公爹多年……”

随着村党支部书记贾敬民的话

音，一位位朴实的农家妇女走上

主席台接受嘉奖。当她们受领

“孝顺儿媳”荣誉锦旗及奖金等

“年货大奖”，并被家里长辈们亲

手戴上大红花时，全场掌声雷

动，村民们纷纷用掌声为“好儿

媳”们点赞，有些村民还拿出手

机拍照，记录下一幕幕感人的瞬

间……

表彰环节后，为表达对辛勤

操劳又一年的孝顺儿媳、儿子的

敬意和鼓励，村里的文艺队还敲

锣打鼓把“孝顺儿媳”锦旗依次送

到各个好儿媳家。村民们以淳朴

向善的方式，诠释了好家风、好民

风、好村风的魅力，也对来年的美

好生活寄予新的希望与憧憬。

多年来，上贾沟村始终重视

精神文明建设，近几年村里涌现

出“托举三兄弟”贾晓玉、好儿媳

申英等一大批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的先进典型。在农历新年来临

之际，该村发起了这场表彰活动，

其目的是扩大示范带动作用，营

造更加浓厚的孝道文化氛围，同

时也希望借表彰之机，为村里青

少年树立起学习楷模。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

本报讯（记者侯博 通讯员

屈效东）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

早上，宁陵县程楼乡郭楼村的菜

农郭太广就从温室大棚一角的小

房间里钻了出来。他先从衣袋里

掏出一盘鞭炮，挂在小树枝上点

上了火，听到鞭炮响起来，郭太广

回到小屋，打开一瓶张弓美酒，有

滋有味地喝了三杯后吃了一碗水

饺，就又走进大棚观察了一下室

内的温度，看着绿油油的黄瓜架，

他感到格外舒心。

他搭建这座温室大棚已有

10个年头了，10年来的每一个大

年初一，老郭都是在这所小屋里

度过的，本村200余座大棚之主

大部分都像他一样伴着大棚和黄

瓜架过年。因为温室大棚给他们

带来了丰收，带来了效益，带来了

希望，也带来了留恋。

说到效益，郭太广认为今年

是最好的，因为今冬气候虽然寒

冷，给冬季蔬菜生产带来很多困

难，可本村的温棚生产毕竟有十

多个年头了，菜农们积累了很多

的抗寒经验，所以他们种的大棚

黄瓜依旧丰收。加上今年各种青

菜的价格昂贵，他棚下1.5亩地的

黄瓜已卖3万多元。就在腊月的

最后两日，不少商贩开着大车小

车又来收购黄瓜，两日里他又有

3000多元进项。

老郭开始点数这些钱来，一

把钱，他数了一遍又一遍。他想，

这些钱是他用勤劳换来的，也是

用技术换来的，更是运用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换来的。这时老伴开

始催了：“这钱你点数几遍了，30

张就是30张，再数一遍也多不出

半张来，你不如快存进去！”

上午10时，郭太广携带着这

笔钱走出了大棚，他骑着一辆电

动车，迎着朝阳到村里的信用社

服务网点办理存款手续。

宁陵县郭楼村菜农郭太广

温室大棚里过新年

2月14日，在滑县2016年春季

综合类人才招聘会现场，应聘者正在

了解招聘信息。2月14日，滑县举办

2016年“春风行动”春季综合类人才

招聘会，为农村转移就业人员、就业

困难人员和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服

务。当天，共有73家用工单位参加

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3500余个，吸

引 3700 多名求职者到场应聘，近

2000人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时昌

宁 摄

“春风行动”招贤才
滑县“筑巢引凤”

激活电商经济

用焦裕禄精神决战贫困

◀上接第一版

如今，唐河已涌现电商1200

多人。电子商务这个朝阳产业，打

通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

城”的双向流通渠道，为唐河人在

购物、售物、缴费、创业、出行等方

面提供一站式服务，使唐河人通过

“触网”走上“双创”新舞台。在电

子商务助力下，去年全县生产总值

完成242亿元，增长9.5%；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37元，增长

9%；农民人均纯收入10966元，增

长9%。

◀上接第一版 希望他重新把养殖搞起来发

家致富。“钱从哪里来，一头牛犊都五六千

元，想养也没钱投入。”胡登云说出了最现实

的问题。知道他的难处后，张升奇在各方协

调下，为其从银行低息贷款16万元，支持他

发展养牛。“真是县里派来给我们贫困户引

路发家的好书记，有了资金，一年净挣四五

万元一点问题都没有。”胡登云收到贷款后，

才相信贫困户也能从银行贷出款的事实。

在兰考农村，许多村民反映，自从扶贫

工作队来后，路通了，出行运输方便了，村庄

整洁了，学到了致富技术，打工也有地儿去

了，奔小康更有希望了……宋庄村民苏来师

说，上面派来的扶贫“精英队”真中，让村里

改掉许多“歪风邪气”，仅红白事禁止大操大

办每件就能省1万多元。

在兰考，驻村工作队进村后还积极配合

村“两委”建立完善《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

统》、《扶贫手册》等，对全县贫困人口进行再

识别，做到“户有卡、村有册、乡镇有薄、县有

平台”。对识别出来的贫困户分类细化致贫

原因，扶贫做到“不落一村、不漏一户、不少

一人”，为贫困户量身制定帮扶措施。

在城关乡何集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李

青利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认定了村里有

29户贫困户。“我们用县里分配到村的10万

元到户增收资金，帮扶这29户加入村里的种

养合作社，扶持11户种油桃、14户种梨、4户

养肉鸭，在合作社带动下，80多名贫困群众

在此干活挣钱，去年每户还分到3000多元

的红利。”李青介绍。

兰考县扶贫办主任黄海龙说，这种“队

员当代表，单位是后盾，一把手负总责，不脱

贫、不脱钩”的驻村帮扶工作制度，能够实现

驻村帮扶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扶贫干

部沉下去，才敢于担当；真正实干了，扶贫开

发才精准。正是这样，兰考扶贫工作才在短

期内实现跨越发展。

产业支撑让贫困户走上致富路

——兰考县扶贫的棘手之事是提高扶

贫项目资金使用效率，让项目快确定、资金

快拨付、效益快发挥、群众快受益

扶贫过程中，扶贫开发项目往往能够起

到一定作用。兰考县主管扶贫工作的副县

长杨志海介绍，他们及时确立了“资金跟着

项目走，项目跟着贫困户需求走，贫困户跟

着致富带头人和龙头企业走”的总体思路，

坚持政府、市场、农户、科技、金融“五轮”驱

动，大力引进、培育、壮大扶贫产业。

在仪封乡毛古村，五农好食品有限公司

新厂工地上正热火朝天施工。作为兰考一

家以农副产品种植、研发、生产加工为主导

产业的公司，五农好食品从这里走向国内

外。“等到完工后能为村里提供200多个工

作岗位，公司下属的合作社能带动3000多

农户发展辣椒、葵花籽、小杂粮等种植，面积

能达2万~3万亩，亩均收3000元以上。”五

农好公司董事长李俊立说。

毛古村贫困户岳明玉在五农好公司负

责厂区内花卉苗木种植管理工作。今年65

岁的老岳，原本在家闲着靠领贫困补助和女

儿资助过活，有了这份工作后他喜上眉梢。

“在这儿工作不累，一天8个小时能挣60块

钱，我和老伴的基本生活就有保证了。”

杨志海介绍，目前，兰考还发放到户增

收资金1049.6万元，带动2230户贫困户发

展科学可持续的种养产业，带动贫困户数比

往年翻倍还要多；全县肉鸭养殖基础设施配

套资金600万元下拨到乡镇，使10个乡镇的

20个肉鸭养殖小区的基础设施及时配套，至

少提前20天投产。

在兰考县，禾丰牧业通过采取“公司+农

户”模式计划联合村民建1000座鸭棚，发展

富民产业。“每座鸭棚8万元投资中，财政补

助2万元，银行贷款5万元，贫困户仅出资1

万元。每棚养鸭5000只，全年5~6茬，年收

益5万~6万元，全部建好能使1000个贫困

户约4000人稳定脱贫。”禾丰牧业总经理温

春雨介绍，目前已建成鸭棚560座，直接带

动2600人增收脱贫。

产业扶贫的过程中，兰考县还鼓励发展

投资小、风险小、效益高的小杂果种植业，目

前全县种植面积达到3万亩；同时，引进了乐

农集团、包公食品、大宋农业等发展养殖业、

种植业，带动全县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

1527个，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万多

人。各类扶贫产业的发展壮大，为兰考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注入了有源之水。

金融扶贫激发创业者干劲

——发挥金融扶贫的作用，将财政与金

融资金有机结合，让有限的财政扶贫资金，

发挥更大的作用

无论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还是发展致

富产业，没有钱是不行的。杨志海介绍，兰

考探索了“三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即财政

拿出1000万元扶贫资金作为风险补偿金存

入银行，银行按10倍放大，给企业贷款，支持

企业发展，企业拿出贷款额的10％作为扶贫

基金，交乡镇政府用于扶持贫困户。

“正是在‘三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的鼎

力支持下五农好才能逐渐发展壮大，新厂才

能顺利选址，并扩建97亩有机绿色农副产品

深加工基地。”李俊立高兴地说。

“为支持兰考脱贫事业，我们积极为符

合扶贫贴息条件的贫困户进行贷款，截至去

年底，已经发放扶贫贴息贷款609万元，支

持118个贫困户创业致富。”邮政银行兰考

分行副行长张昂昂说。

在爪营乡栗西村，记者见到贫困户岳朝

礼，他在邮储银行支持下发展养鸡和养猪，如

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去年从邮政得到扶贫

贴息贷款10万元，养了4000多只蛋鸡和30

多头生猪，正好遇到了好行情，稳稳地赚了一

笔。”言语间岳朝礼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

农行兰考分行副行长牛贯坤介绍，截至

目前，农银已为92户小微企业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发放贷款43笔，金额3310万元，缓解

了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这些企

业直接吸纳520名贫困人口就业，自愿捐赠

扶贫基金331万元，精准帮扶贫困人数达

1000余人。

2016年起，兰考县还出台了新的扶贫

政策。兰考县县长蔡松涛介绍，其一加大产

业扶持力度：财政出资1145万元，按每个贫

困村5万元，非贫困村2万元的额度实施到

户增收项目，支持贫困户继续发展产业；其

二创建示范园、创业园：财政出资1000万元

支持晚桃、晚葡萄、晚梨为主的示范园、创业

园，100亩以上能带动脱贫户就业、入股、分

红的园区，每亩补助1000元；其三为整县扶

贫上“保险”：政府投入千万元保费资金，撬

动40多亿元保险保障金，为全县所有贫困人

口提供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风险保障等。

“目前，全县还有7400多名贫困群众无

法通过帮扶来解决脱贫问题，县委县政府决

定采取政策兜底的措施，通过民政救济的手

段，帮助这些贫困户实现脱贫。兜好鳏寡孤

独、老弱病残等特困群众的民生底线，做到

脱贫‘不漏一户、不少一人’，今年让全县扶

贫对象人均纯收入达到4500元以上，让全

县百姓的日子早日都过好。”王新军说。

（原载2月15日《农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