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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交给农机干 做农民也开心

淅川县9万人种植林果走上致富路

灵宝市大王镇

微服务乐民惠农得好评

罗山县庙仙乡

扩大香菇产业
惠及贫困户

汝南县和孝镇林楼村第一书记王涛——

驻村只有一年半 引来投资八百万

滑县

“天眼”“地网”
为群众生活保驾护航

俺终于领到了结婚证

汤阴县

上半年创业担保贷款五千万元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昌奇）

“如今，俺农民种地轻松多了，从耕到种到

收，再到运，全靠机器，就连打药，都用上了

飞机。今年种的6亩麦子，半小时搞定，在

地头就卖了。扳指头算算，一年在地里干

活就十多天，其余时间打工赚钱。村里好

多年轻人在市里买了房，成了城里人。在

过去，做梦都想不到啊。”7月9日，谈起农

业机械化的好处，安阳县崔家桥镇隆化村

农民杨月平在田间望着长势喜人的玉米，

不禁喜形于色。

耕地不用牛，播种不用耧，割麦不用镰,

干活不发愁。随着农机装备水平的不断提

高，农机新技术、新机具广泛应用于农业生

产，大型、新型、复合型、绿色环保农业机械

成为农机化发展的主旋律。全县农机装备

不断丰富，朝着覆盖产业全领域、全过程，生

产作业一体化、复式化，机械性能自动化、智

能化加速迈进，农机服务领域由耕种收为主

向产前、产中、产后全程化作业加快拓展，农

机购置主体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向农机服

务主体逐步转变，这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农民收入。

近年，该县精准运用绿色环保机具补贴

政策，促进深松机、免耕播种机、秸秆捡拾压

捆机、粮食烘干机、高效植保、节水灌溉、高

效施肥等绿色环保机具迅速发展和优化升

级，各类绿色环保机具达到2894台套。这

为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促进绿色发展提供

了装备支撑，让有机户有钱挣，无机户有机

用。目前，大型、新型农机具可满足全县

80%机械化作业量，装备水平的优化升级，

为全县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和装

备基础。

农机化装备的迅猛发展，培养了一大批

组织化程度高、作业效果好的农机合作社和

农机大户，全县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达

380余户，作业量占全县农机作业的70%以

上，既让农户在耕种收省钱省心省力的同

时，实现了“农民不种地，收入不减少”，更促

进了全县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的优化升级，

全县土地流转和土地托管面积达30余万

亩，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土地集约化

经营提供了组织保障。

为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通过

县农机局网站、农机短信平台、农机微信公

众号等信息化手段，安阳县农机跨区作业在

巩固小麦收割机跨区作业的基础上，拓展到

农机深松深耕、玉米机收、机械播种、秸秆利

用、航空植保等领域，每年参加农机跨区作

业机具2500余台套，跨区作业人员超过1万

人，农机作业收入达1.2亿元。

安阳县“农业+机械化”赢得“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王超周桃龙记者曹国

宏）“我前年种的宝盈密梨，今年就见效益，

亩收入在3000元以上。”7月7日，淅川县厚

坡镇王河村村民申光信在自家梨园里忙着

除草。这是淅川县通过发展特色林业助推

脱贫致富的一个缩影。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和

主要水源区，生态区位重要。淅川县积极

鼓励和引导有能力的组织和个人创办林

果合作社，有效减少市场风险，提高了市

场竞争力。香花镇农民赵丙国2009年依

托鲜桃基地创建了赵四鲜桃专业合作社，

实行鲜桃合作种植和联户销售，合作社免

费为入社农户提供鲜桃种苗、技术服务、

产品销售等模式，鼓励农民大力发展鲜桃

产业，产品远销湖北襄樊、湖南长沙、广东

深圳等十几个城市，2016年户均增收5万

余元，辐射带动周边4个乡镇300户农民

致富。

该县按照“公司+基地+农户”、“林果专

业合作社+农户”、家庭林场、庭院经济等模

式，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土地和荒山流转、发

展特色林业的优惠政策，对生态效益好、经

济效益高、有一定发展规模的软籽石榴、核

桃、金银花等生态产业给予重点扶持。河

南丹圣源等公司分别在九重张河、老城杨

山等地发展软籽石榴3.1万亩，将当地1800

多名贫困人员变为产业工人，年人均收入

增加5000多元。

淅川县建立了覆盖县、乡、村、组的4

级林果服务网络，率先开通便民服务热线，

建立林业服务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林果管

理信息。不断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开展合

作，先后启动了与中国林科院、河南省科技

学院的科技合作，与河南农业大学、信阳师

范学校的校县合作。聘请浙江省安吉县教

授级高工、陕西省西安市杨凌农业示范区

大樱桃专家、河南省卢氏县核桃专家做技

术顾问，把脉问诊、跟踪解决产业发展中的

技术问题。组织林果技术服务队，不定期

举办培训班，解决农户发展林业技术的“瓶

颈”问题。

淅川县不断加大林果品牌产品的开发，

10万亩“丹江红”牌软籽石榴、5万亩“渠首”

牌柑橘已通过产地认证，建成千亩以上石

榴、核桃等林果基地60个，山区群众的40%

收入来自林果业，有9万人通过种植林果走

上致富路。

7月8日，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的专家来到泌阳县马谷田镇，为贫困

村河南村的村民现场义诊，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张成亮 王有震 肖向辉 本报记者黄华摄

7月11日，在淮滨县防胡镇蔡坡村扶贫车间里，农民工在为电子零件缠绕铜丝。近年来，防胡镇大力发展扶贫车间进村庄，目

前已建成扶贫工厂两座、扶贫车间9个，带动贫困人口5000余人，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实现了就地脱贫。

通讯员 韩浩 吴锋 杨德政 本报记者 尹小剑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尚明达 记者

秦名芳）7月11日，记者从滑县综治

办获悉，滑县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全

省平安建设工作考评“优秀直管县

（市）”荣誉称号，这是该县第七次获

此级别殊荣，该县也成为获此级别

奖项次数最多的直管县。

“我县认真落实平安建设领导

责任制，以理念、制度、创新为引领，

以提升公众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为

目的，从更高的标准保障平安建设

工作的落实，有效提高了人民群众

的幸福指数。”该县综治办副主任王

跃说。

近年来，滑县始终把平安建设

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以提升公众

安全感和群众满意度为目的，狠抓

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的落实。在政策

保障上，设立了平安建设专项经费；

全面推行了“平安家园”治安保险，

每年支付“平安家园”治安保险费

100万元，实施以奖代补政策落实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责任资金

190余万元；配备了460余名巡防队

员、69名视频监控人员、330名公安

文职人员；将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纳入党政领导考评体系，干部调整

前需书面征求综治委意见；建立了

县网格化管理指挥中心，城区网格

员全部配备手机终端“社管通”，实

现“一村（格）一警”警务运行模式；

健全了县、乡、村、组四级调处网络

与工作制度，各类矛盾在基层得到

有效化解。

在行动实施上，深入开展了严

打“霹雳行动”、重点地区和突出治

安问题排查整治、铁路沿线安全隐

患专项整治、校园周边环境治理等

专项活动。相继投入近两亿元资金

建设了“天眼”“地网”工程，升级建

设高清监控探头7628处、智能微卡

口511处、高空瞭望30处、电子警

察97处和23个乡级平台，实现了

县、乡、村视频监控全覆盖，有力提

升了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能力和水

平，切实为全县群众生活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杨健 周新民

记者秦名芳）今年以来，汤阴县不断

加大就业扶贫攻坚力度，持续夯实

资金在创业中的支撑作用，全县创

业担保贷款发放工作再次实现新跨

越，到6月底，全县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 5523 万元，占市定年度目标

6000万元的92.1%，扶持585人自

主创业，带动2048人就业。

汤阴县制订创业担保贷款

“惠民政策进万家”实施方案，定

期召开“惠民政策进万家”创业担

保贷款政策专场培训会，紧抓农

村庙会、集会人群集中的有利时

机，针对返乡农民工及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进行重点宣传，把创业

贷款担保政策送到广大村民手

中，目前已先后在瓦岗乡大江窑、

菜园镇西尧会、五陵镇朱家营等9

个贫困村开展了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宣传活动。

汤阴县不断创新贫困家庭劳动

力资金扶持思路，探索推动“公司+

农户”、“农业合作社+贫困户”“景

区+农家乐”等贷款扶持模式，鼓励

成功的种养大户或企业建立创业担

保贷款精准扶贫基地，带动贫困家

庭劳动力居家灵活就业。贫困家庭

劳动力与公司签订租赁承包、劳务

合作、代加工协议等，开展规模种

养、农产品加工、服装加工等，可作

为创业项目予以贷款扶持。目前该

县人社局已与滨河农庄签订合作协

议，由农庄担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以入股的形式

参加年底分红，每年分红不低于

2000元；或者到农庄打工，领取薪

酬，这有力推动了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早日脱贫致富，也加快了全县的

脱贫攻坚进程。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许芳芳）

“昨日降雨有效缓解了我镇旱情，请各村迅

速组织农户开展中耕除草，为土壤保墒，同

时根据农作物生长情况，适时开展施肥、病

虫害防治等工作，镇农业部门为技术指导

联系部门，咨询电话6388028。”7月7日早

8点，灵宝市大王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利用飞

信平台向全体班子成员、包村干部、镇直镇

办负责人、各村“两委”干部发送了一条农

事提醒短信，相同短信内容同时发布在“大

美大王”工作微信群、“枣乡大王”微信公众

号。

大王镇是农业乡镇，为促进全镇农业健

康发展，该镇在做好利用科技培训、新品种引

进等措施发展特色农业，以“农业+”模式积极

发展休闲旅游、加强设施建设加快美丽乡村建

设等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基础上，着力为民做

好服务。

“我关注了咱镇的微信公众号‘枣乡大

王’，不仅能及时学习到上级的各项政策，还

能了解不同时期庄稼管理技术，温情小提醒

更是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异常天气有预报，

作物特殊管理有指导，太方便了。”大王镇群

众樊顺喜说。

本报讯（通讯员张文 杨华华 记者刘

景华）7月6日上午，渑池县民政局大厅里，

该县杜村沟村民张改朝手持大红色结婚

证，激动地对妻子牛改英说：“十几年了，咱

们终于是合法夫妻了，你可以永远安心地

在这里过下去！”

十几年前，张改朝和牛改英相识相爱，

但因为把与前妻离婚时法院给的判决书丢

失，手续不全，导致无法领取结婚证，这成

了困扰张改朝一家十几年的“顽疾”。牛改

英因为没有和张改朝领证，觉得没有法律

约束，担心这个家会散，整日心神不宁。

一年前，脱贫攻坚战打响，张改朝的帮

扶责任人、渑池县人社局韩群花得知情况，

详细询问此事，并多方了解相关政策法规，

辗转法院、公安局、民政局，终于搬走所有拦

路石，使张改朝和牛改英把“迟到”了十几年

的结婚证攥在了手中。各项证件在手，夫妻

俩还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合

等，享受国家惠民政策。牛改英说，以后一

定把日子过好，彻底丢掉贫困户的帽子。

本报讯（通讯员刘杰记者巴富

强）今年以来，郸城县李楼乡切实抓

好基层党建工作，助力扶贫攻坚。

抓好领导班子队伍建设。在25

个行政村成立村级脱贫责任组，各

责任组组长由乡党委书记、乡长、各

分包领导、驻村第一书记、包村干部

担任，驻村工作队队员、村支部书

记、村主任、村“两委”委员等为组

员，形成了班子成员包村包点、干部

职工包村包户、村班子成员全员参

与的工作机制。

抓好发挥第一书记作用。省级

下派第一书记1名，县级下派4名，

实现软弱涣散党组织、建档立卡贫

困村全覆盖，并建立第一书记工作

制度，加强第一书记驻村、值班、坐

班、例会、请销假等方面的日常管理

考核。发挥好第一书记专业技术能

力，帮助所在村理清发展思路、制定

发展规划，对接帮扶项目，抓好农田

水利、公益事业、特色产业发展，增

强村自身“造血”功能。

抓好党员结对帮扶工作。每名

党员要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和能

力实际，积极开展“一帮一”结对帮

扶活动，与村中贫困群众建立联户

帮扶关系，全乡共设置九类岗位，分

别是服务发展岗、便民服务岗、流动

党员岗、矛盾调解岗、移风易俗岗、

拆迁规划岗、美丽乡村岗、廉政监督

岗、文明建设岗。

抓好基层组织阵地建设。进一

步推进25个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充

分发挥“一所多能、一室多用”的综

合效用，定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

文体娱乐活动，丰富群众的文化生

活，倡导移风易俗、引导群众改进生

活方式。树立一切工作到支部的工

作导向，把“三会一课”与核心价值

观教育、扶贫政策宣传、实用技术培

训等相结合，助推精神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陈世军 何铸 记者尹小

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罗山县庙仙乡在产业扶

贫上持续发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香菇种

植，不断扩大香菇扶贫产业，增强产业扶贫的

辐射面和带动力，让更多的贫困户受惠。

今年以来，该乡通过政策、信贷、技术、

信息等措施，先后扶持鑫农、国平等两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香菇种植，已累计投入资

金600余万元，建成香菇大棚74个，种植香

菇60余万棒。该乡积极引导合作社发挥帮

富带富作用，运用“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

开展结对帮扶。通过转移就业务工帮扶，吸

纳贫困户到合作社务工；到户增收参与股份

分红帮扶，每户入股5000元到户增收扶贫

资金支持香菇种植；解决合作社资金困难，

对老、弱、病、残入股贫困户，前三年每年给

予不低于1000元的分红，第四年一次性分

红4000元；免费技术培训帮扶，每季度至少

举办一次免费技术培训，让贫困户了解香菇

种植前景，掌握香菇种植技术，为种植香菇

的贫困户免费提供菌棒、技术指导和销售服

务，引导贫困户转变观念，种植香菇早日脱

贫致富。截至目前，两家合作社已帮扶贫困

户116户。

近年来，该乡香菇扶贫产业已初具规模，

官庄香菇产业扶贫基地已建成大棚230个，

种植香菇210万余棒，分别在两个贫困村建

成100亩的香菇种植示范点，解决贫困户脱

贫无门路、无技术、无资金的困难，使187户贫

困户受益，取得了较好成效。

七月的天中大地，万木葱茏。在汝南

县和孝镇林楼村，新建的村室整洁明亮，新

修的道路平坦宽广，一座座楼房排列有序，

一盏盏路灯矗立两旁。许多村民都说：“如

今在咱林楼，喝着自来水，走着水泥路，晚

上有路灯，还能跳广场舞，比城里还得劲，

这都是托王书记的福啊！”

村民所说的王书记名叫王涛，是驻马

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主任，2015年

9月被市委派驻到林楼村任第一书记。

初到林楼，破旧的村室、脏乱的环境、

坑洼不平的道路令王涛眉头紧锁。“组织派

我来，我就要带领村民改变落后面貌，让群

众尽快富裕起来！”王涛说。

“王书记，咱村啥时候能装上路灯哩？

一到晚上天黑路窄，年年都有摔伤的，晚上

都不敢出门。”在走访调研中，村民纷纷表

达对安装路灯的强烈愿望。王涛在用好市

派第一书记专项资金的同时，积极向派驻

单位党组汇报，争取5.5万元的资金支持，

在村内主干道上安装了108盏太阳能路

灯，实现了5个自然村之间及村内环形主道

路的夜间照明全覆盖。

为使林楼村抓住脱贫攻坚的大好机

遇，实现区域环境快速发展的目标，王涛多

次往返于市、县、镇之间，忙碌于咨询协调、

建设立项和项目实施之中。在上级党委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他和村“两委”班子经过

不懈努力，从2015年9月以来，在全村共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类投资877万元，新修了

12公里水泥道路，新架生产用桥33座，新

钻灌溉机井71眼，增加变压器15台，整修、

新架5公里供电线路，实施了综合文化中心

建设项目，对村小学进行修缮，完成了农民

办事不出村平台建设项目，为41户贫困家

庭进行了危房改造……林楼村的面貌焕然

一新。

村民林永坤说：“以前村里到集上就一

条三米半宽的水泥路，一到春节，走亲戚的

从上午十点多能堵到下午两三点，进不去、

出不来，家里人做好饭干等就是不见人。

现在俺村又新修了两条出村水泥路，群众

可满意了。”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付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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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村来了医疗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