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产城融合，提升城市品位，集聚城

市人气，力争用3～5年时间，将确山打造成

一座‘林在城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

景中、山水环城’的生态宜居城市。”日前，确

山县委书记路耕向全县党员干部发出了总

动员，吹响了新一轮美丽县城建设号角。

去年以来，该县围绕解决“出行难”的问

题，统筹推进城市道路内联、外接、提升工

程，致力打造确山幸福之城。“内联”，即重点

打通5条断头路。“外接”，即重点实施3条连

通工程和两条绕城道路。“提升”，即逐步提

升县乡道路，全年新修建农村公路218公

里。

围绕解决“设施缺”的问题，该县今年全

面启动“三园、三校、两院、三中心”建设，切

实完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公共设施。盘

龙山公园、高铁带状公园已经开工建设，三

里河景观文化公园即将启动实施；新区高

中、博世学校快速推进，第七小学今年下半

年即可启用；新中医院建设进展顺利，新区

医院完成规划设计；便民服务中心、职工文

化活动中心、信访接待中心也已完成规划设

计。

如今，漫步确山县城，扑面而来的是清

新、靓丽，聆听到的是赞叹、点赞；高档小区

拔地而起，高标准的城区道路四通八达，新

区建设已具雏形、特色商业区建设成效显

著、产业集聚区项目遍地开花，“四区”建设

的迅猛发展犹如“四驾马车”驱动着确山城

市建设阔步前行，大美确山县城在盘龙山下

崛起。

清明前后是莲藕种植的大好时机，连日

来，禹州市顺店镇庄头村村主任、巨象种植

专业合作社经理刘金刚组织社员在村南的

莲藕种植基地忙活。“多亏了国土所的引导

帮助，才让俺村这些废弃沙坑变成了‘聚宝

盆’。”4月6日，刘金刚感慨地说。

庄头村位于颍河北岸，村南河滩地里沙

石资源丰富。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村

民因建房所需或为挖沙盈利，导致河滩里沙

坑遍布、坎坷不平。随着近年来国土部门监

管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非法采沙现象得到

有效遏制，但河滩地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2015年3月，刚调任顺店国土资源所所

长的范军辉认识到，要想阻止村民的挖沙行

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帮他们找到一条增收

途径。结合自己父亲在老家种莲藕的情况，

范军辉感觉这里的地势也适合种植莲藕，并

且收益会不错。于是，他先找到刘金刚交

谈，又和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很快，村组干部

和党员群众达成共识。

接下来，范军辉又和村民代表外出参观

考察，还把父亲请来作技术指导。很快，面

积约25亩的藕池建起来了，2016年春节

前，这25亩莲藕喜获丰收，不但收回了全

部投资，村民们每人还分得4斤莲藕。看

到种植莲藕的效益，村里成立了巨象种植

专业合作社，吸纳农户参与，连片建起藕

池。目前，该村莲藕种植面积已达90余

亩。“下一步，我们还要发展荷塘观光及莲

藕深加工产业，打造禹西优质莲藕种植和

荷塘观光基地。”刘金刚说。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董艳菊董蕊

废沙坑变成“聚宝盆”禹州市顺店镇

“秀外慧中”打造生态宜居城确山县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段阳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温书功）

“别看这个牌牌不大，这可是俺家的传家

宝！”4月8日，郏县白庙乡黑庙村的郭小珍

指着自家堂屋里的“敬老孝亲文明家庭”匾

牌，显得很得意。

村支书陈建华说：“那牌牌作用真大！

别人给她儿子介绍对象时，女方一看是‘敬

老孝亲文明家庭’，感觉女儿嫁过来不会受

气，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在我们这里，谁家

如果是‘敬老孝亲文明家庭’，特有面子！”

近年来，农民富裕起来了，但白庙乡党

委、乡政府却发现，各村婆媳不和、子女不赡

养老人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在新农村建

设中亟须传承和弘扬良好的社会风气。于

是，该乡2013年初决定从精神陶冶入手，把

打造美丽乡村与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通

过开展“敬老孝亲文明家庭”评选活动，助推

文明新农村建设。

该乡研究制定了《白庙乡深入弘扬中

华德孝传统文化的指导意见》，并赋予其

时代内涵，着力激活群众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陆续开展了以孝道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引导全乡干群努力构建敬老孝亲、文

明整洁、热心公益的和美家庭，为深入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努力开拓美丽乡村新局

面积聚力量；通过广播、村务公开栏等形

式，告知敬老孝亲文明家庭的评选时间、

流程等安排，提高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

度。同时，在各村路两边墙体上书写“孝

行天下”、“百善孝先行”等标语；开设乡村

道德讲堂，组织动员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等组成宣讲服务队，传播孝文化；通过百

姓故事会的形式，把百姓身边的善行义举

挖掘出来，编成节目送进家庭，用身边的

事教育身边的人……

该乡的敬老孝亲文明家庭评选活动以

家庭和睦、互敬互爱、孝老爱亲、群众公认

为重要参评条件，经过全体村民推荐、村委

会审查、村民代表大会投票，每个村推荐出

1~3户“敬老孝亲文明家庭”上报乡评选委

员会，乡评选委员会在 72 户中“优中选

优”，确定34户敬老孝亲文明家庭荣登光

荣榜。村委会组织成立身边孝道人物事迹

宣传队，请敬老孝亲文明家庭的成员走上

讲台，亲口讲述自己的孝心善行，用身边人

说行孝事，用婆媳事讲和睦经，以父子情传

养育恩。

在孝文化的熏陶下，白庙乡群众家庭生

活中最难相处的“三大关系”发生了可喜变

化：婆媳像母女，姑嫂和妯娌成姐妹。至目

前，该乡已连续评选出四届“敬老孝亲文明

家庭”，评出了黑庙村的张俊、冀马庄村的王

粉、坡周村的刘彩玲等102户“敬老孝亲文

明家庭”。

“民星效应”促使文明乡风蔚然，该乡连

续3年获市信访工作“四无”乡镇。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郜静）电子炮响起来，大锅菜吃起

来，淳民风吹起来，幸福新人笑起

来……4月7日，家住汤阴县菜园镇

前高汉村的秦巧玲为儿子办了简约

的婚宴。

“以前村里娶媳妇彩礼流行六

万六、八万八，婚宴开上七八十桌是

很平常的事。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

提倡婚事简办，俺儿媳妇也是开明

人儿，这办婚事能省下的钱俺都给

小两口，让他们自己去做点啥，也能

减轻他们小两口的一些生活压力。”

秦巧玲谈到这次简办婚事笑得合不

拢嘴。

为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让移风易俗文明新风融入基层

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汤阴县2017

年在全县全面推进严党风、抓政风、

淳民风、正村风、美家风“五风”建

设，坚决遏制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盲目攀比的奢靡之风。通

过各村委组织的红白理事会，明确

红白喜事标准要求，引导群众遵守

道德规范。广泛开展道德模范、最

美人物和“好邻居”、“好婆婆”、“好

儿媳”等推荐活动，以身边典型引领

农村新风文明。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

华）4月7日一大早，汝南县常兴镇杨

庄村蔡琴生猪养殖合作社里一派忙

碌景象，20多名工人正在将100多头

大肥猪依次装车，准备运往广东。理

事长董心友高兴地说：“依靠政府优

惠的创业政策和宽松的创业环境，今

春仅出栏生猪就收入了10多万元。”

眼下，在常兴镇，像董心友一样返乡

创业成老板的农民达3000余人。

近年来，常兴镇将亲情招商、引

凤还巢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渠道，

成立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办公室，建

立外出务工人员信息库和外出成功

人士信息库，通过召开座谈会、致外

出务工人员的一封信等方式，推介

家乡创业优惠政策，为有回乡创业

意向的人员提供合适项目。同时，

该镇从项目立项到注册、环评、动

迁、土地报批等实施全程跟踪服务，

帮助协调项目用地、用电、用水等生

产要素，为创业人员提供宽松的创

业环境。

截至目前，该镇已有146名返

乡农民工兴建种植、养殖、加工等各

类企业 138 个，总投资 1.6 亿元，

1900多贫困户成为合作社社员，人

年均增收2000余元。

汤阴县

婚事新办开出幸福花

汝南县常兴镇

“归雁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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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丙宇）近日，记

者从新乡市工商局获悉，该市进一

步强化燃煤散烧管控工作，要求7

月31日前每个乡镇都必须建成一

个洁净颗粒型煤配送网点，以解决

群众“买煤难”问题。

据了解，新乡市燃煤散烧管控

工作从去年10月份开始，各县（市）

区都建成了至少一个洁净型煤生产

仓储配送中心。但对于广大农村地

区来说，仍存在买不到洁净煤的困

难，致使普通煤乘虚而入，污染大

气。

按照今年燃煤散烧治理实施方

案要求，该市将进一步规范提升洁

净颗粒型煤生产仓储配送中心建

设，满足群众对洁净颗粒型煤的需

求。在不具备“煤改气”“煤改电”条

件的乡村，全面实施洁净型煤替代

散烧。原则上按照乡村人口人均

0.24吨的标准，在每个县（市）建成

一个洁净颗粒型煤生产仓储配送中

心，全市共需建设10个以上这样的

配送中心，形成实际供应能力66万

吨。在每个乡镇各建成一个洁净颗

粒型煤配送网点，共需建设112个

网点。建成后，大部分群众在家附

近就可以买到洁净颗粒型煤。

新乡市

乡镇将建洁净型煤配送网点

本报讯（通讯员李培平 段新

华记者董伦峰）近日，记者走进开封

市祥符区范村乡、万隆乡等西南沙

区，见到田野里到处都是一片繁忙景

象，农民有的在给小麦、大蒜等追肥、

浇水、防治病虫，有的在空白地上进

行撒肥、犁地、起垄、栽秧、覆膜。

据了解，为帮助农民解决生产

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祥符区农林畜

牧局的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

地查看小麦、大蒜、土豆等作物的长

势、生长发育进程、土壤墒情状况、

病虫草害发生发展情况以及西瓜、

红薯等作物的育苗、整地、栽种情

况，和农民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小

麦、大蒜等秋播作物的种植管理情

况和西瓜、红薯等春播作物的种植

意向、品质结构、投入情况，细致地

给农民讲解作物病虫草害防治技术

和肥水管理技术。除了现场面对面

实地指导外，该局农技人员还根据

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生产意见及

针对性的管理措施，通过印发明白

纸、发送手机短信（微信）、网络传

输、和电视台联合制作技术专题等

多种途径“遥控”指导生产，助推关

键技术落地。

祥符区农林畜牧局信息科科

长董海英告诉记者，今年入春以

来，该局多渠道、广宣传，积极引导

指导农民应用“良种良法打捆配套

栽培技术”、“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技

术”等实用技术，通过“健身栽培”

促进作物健壮生长，提高作物自身

的抗逆性，适当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和使用次数，适当控制化肥的使用

量，实现产量、质量、安全、效益协

调统一。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陈新刚）4

月7日，记者从2017年南阳方城牡丹花展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方城县牡丹花展将于4月

15日至26日在德云山风情植物园举办，届

时17万株牡丹将靓姿绽放，迎八方游客。

此次牡丹花展主会场设在方城县人民

文化广场和人民剧院，分会场设在方城德云

山风情植物园。花展主题为“盛会聚群英，

牡丹香神州”，遵循“简约大气，突出特色”的

原则，集中展示九大色系牡丹，打响方城牡

丹品牌，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和审美情趣，推

动方城文化旅游发展。

方城德云山风情植物园位于望花湖与

大乘山景区之间的德云山风力发电场下，规

划总面积5500亩，计划投资8亿元，按照国

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目前已完成各

类珍稀花卉、观赏林木种植1000多亩，建成

牡丹园、百鸟园、秋香园、樱花园、秋叶林、风

车花海等6个主要景点。

方城县

17万株牡丹周末绽放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 袁爱卿 记者

冯刘克）4月8日，荥阳·第三届中国嫘祖文

化节在中国嫘祖文化之乡、嫘祖故里环翠峪

拉开帷幕，并在环翠峪景区嫘祖文化广场举

行了恭拜嫘祖仪式。

嫘祖是黄帝的元妃，曾在荥阳环翠峪

养蚕织丝，以供衣服。荥阳是华夏始祖黄帝

元妃嫘祖神话传说最为集中之地，关于黄帝

与嫘祖的爱情故事至今广泛流传。2009

年，荥阳收集整理的《先蚕氏嫘祖的传说》被

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经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家考察论证，荥阳市

被命名为“中国嫘祖文化之乡”和“中国嫘祖

文化传承基地”。

荥阳市

举行中国嫘祖文化节

“民星效应”引领文明乡风郏县白庙乡

开封市祥符区农林畜牧局

强化技术指导 助推春种春管

4月7日，项城市高寺镇张营行政村正在组织人力布置移风易俗墙体宣传画。今年以来，项城市围绕移风易俗开展了系列宣传

活动，除了在媒体开设专栏、专题和举办系列文化宣传活动外，各镇村也纷纷通过墙体画、黑板报、宣传横幅与条幅、宣传车等方式进

行广泛宣传，倡导向上向善民风，涵养了文明和谐乡风。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永久摄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4月6日，记者

从新乡市卫滨区获悉，该区总工会不断探

索、解决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新问题，创造性地推动工会基层组织建设

实现新发展，成立“农民工少儿之家”，为贫

困农民工搭建温馨家园，有效促进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据了解，卫滨区总工会工作人员深入

调研，先后来到几家幼儿园、小学，详细询

问农民工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查看“农民

工少儿之家”的制度实施情况，并现场检查

幼儿园、小学的配套设施。银河幼儿园负

责人在汇报“农民工少儿之家”建设情况、

使用情况后，卫滨区总工会人员向银河幼

儿园提出了一些建议，要求进一步完善服

务、建设配套设施等内容，扎实推进“农民

工少儿之家”建设。

新乡市卫滨区

推进农民工
少儿之家建设

项城 宣传移风易俗 倡导向善民风

4月7日，小朋友在内黄县东庄镇梨园内玩耍。近日，内黄县东庄镇种

植的5000亩梨树梨花盛开，如枝头挂雪，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赏花拍照。

刘肖坤摄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

4月6日，记者走进台前县侯庙镇东碱场村

精准扶贫就业基地，眼前豁然一亮：箱包生

产车间房顶上安装的一块块深蓝色的光伏

太阳能板，在阳光照射下格外抢眼。

“咱建起‘屋顶上的银行’，没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也能有份收入啦！”村干部王福

怀高兴地说。王福怀所说的“屋顶上的银

行”是该村精准扶贫就业基地新装的60千瓦

光伏发电设备，目前已正式并网发电，每年

能产生几万元的经济效益，售电收益可帮扶

无劳力、无技术、无资金的12户贫困户脱贫。

2016年3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

院扶贫办等五部门联合下发了《国家发展改

革委关于实施光伏发电扶贫工作的意见》，

将台前县确定为全国光伏扶贫重点县。在

广泛征求意见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台前确

定了以集中式为主、分布式为辅的光伏扶贫

模式，出台《台前县光伏扶贫工作实施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采取整合扶贫资金和银行贷

款解决建设资金问题，并积极与华电集团、

河南大亚集团等光伏企业开展合作，将全县

所有的贫困人口共计13548户41041人全

部纳入光伏扶贫范围，精准到户、一个不少，

促进贫困户稳收增收。

为发挥光伏扶贫的最大效益，该县组织

专门班子和人员，对全县372个行政村的公

共设施屋顶结构、土地利用规划、贫困村等

基本条件进行了集中调研，并对全县贫困户

屋顶结构、安装能力和意愿进行调查统计，

为光伏扶贫工程建设提供了可靠依据。该

县充分考虑贫困分布、建设要素、贫困程度

等情况，在全县筛选了包括精准扶贫就业基

地、村室、文化大院、学校在内的153处村级

公共设施，用于实施首批分布式光伏扶贫项

目。该县通过积极向上争取，华电台前100

兆瓦农光互补光伏扶贫项目获国家能源局、

国务院扶贫办首次批复，这是全国6个容量

达到100兆瓦的大型光伏扶贫项目之一，是

河南省唯一一个。项目按照“光伏+扶贫产

业园”的模式进行运作，项目全部并网后，可

连续使用20年，年可发电1.32亿度，促进贫

困户3334户增收。

为加快光伏扶贫项目推进速度，该县落

实项目分包责任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省市能源部门、

供电公司给予大力支持，确保了项目建设顺

利进行。采取“集中联户”方式，利用村级公

共设施屋顶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将公

共设施周边村庄贫困户纳入帮扶范围，每处

安装20千瓦~150千瓦容量不等的光伏发电

系统可带动1800户左右的贫困户稳定脱

贫。采用农光互补建设模式，加快推进6处

土地片区、8个“光伏+扶贫产业园”集中式光

伏扶贫电站建设，可帮扶贫困户12388户，

保障贫困户每年收入不低于3000元。

光伏扶贫拓展贫困户新“钱途”台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