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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河“紧日子”换来贫困户“好日子”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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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8.2%

凉爽诱人的山上“夜生活”

砥砺奋进的五年
脱贫攻坚记者蹲点脱贫攻坚记者蹲点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金少庚丰兴汉

7月19日，在宁陵

县精准扶贫就业帮扶

基地——宁陵县刘楼

乡童乐星玩具厂，工人

正在将生产的伸缩球

装袋。刘楼乡现有规

模化玩具企业 15 家，

这些企业采取“公司+

农户”的生产模式，组

织农村闲散劳动力进

行家庭式生产，让他们

不 出 家 门 就 能 赚 到

钱。目前，刘楼乡有

380 多个贫困户通过

生产玩具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宋涛摄

宁陵
玩具产业
促脱贫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实习生郝

会静）7月18日，全省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工作现场会在濮阳召开，就下

一步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根据规划，2020年，全国90%

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

理。根据我省工作进度，今年年底，

10个直管县（市）要率先通过省级

验收；2018年，各省辖市三分之一

的县市要通过省级达标验收；2019

年底，我省通过国家的达标验收。

会议强调，要统一思想，切实增

强做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的责

任感。要创新推动，牢记“扫干净、

转运走、处理好、保持住”四个环

节。同时，群策群力，努力把各项目

标任务落实到位，为建设美丽河南

作出应有的贡献。

省住建厅厅长裴志扬通报了全

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情况。他

要求，编制农村生活垃圾专项规划；

建立保洁员队伍，形成长效机制；加

快提高无害化处理能力；重点做好

省直管县（市）的省级达标验收；积

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工

作；加强督导检查；全力做好全省非

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排查整治工作。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实地观摩

了南乐县城乡环卫一体化调度指挥

中心、农村生活垃圾污水综合治理

示范村谷金楼乡中平邑村等。

本报讯（记者林常艳）自7月

17日大型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到底》开始播出后，省委农办组织机

关党员干部认真收看专题片，围绕

“全面深化改革”开展广泛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这部大型政论

专题片突出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扎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

实践和非凡历程，传递出巨大的正

能量，让党员干部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魄力

和决心。

大家纷纷表示，要紧紧围绕党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各项部署安排，以只争朝夕

的作风，以抓铁有痕的劲头，持续深

化农村改革，统筹推进以农村产权

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农村各项改革，不

断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要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自觉践行新

发展理念，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动农业农村各项工作任务扎实开展，

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更有效

的工作，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

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良好的

精神面貌和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本报北京讯（记者黄华）“自从

加入金丰公社，我从种到收都不用

管，种地从来没有这样轻松，有了金

丰公社这个大管家，俺农民以后真

正成了甩手大掌柜。”7月18日，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中国现代农业

服务峰会暨金丰公社创立新闻发布

会”现场，来自安徽萧县的刘世银高

兴地说。

金丰公社，是由中国领先的农

化企业——金正大集团发起并控

股，由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华夏银行共同参与成立的中国首家

开放的现代农业服务平台。金丰公

社汇聚全球种植业产业链上优质的

国际知名企业，在中国各重要的农

业种植区域，协同战略伙伴，建立上

千家县级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机构；

为中国5000万农户提供诸如土壤

修复、全程作物营养解决方案、农作

物品质提升、农机具销售租赁、农技

培训指导、机播手代种代收、农产品

品牌、产销对接、农业金融等全方位

的农业服务。

据了解，加盟金丰公社平台的

服务机构已经覆盖从种到收再到销

的农业全产业链。在上游，既有世

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华夏银

行、蚂蚁金服农村金融等金融机构，

也有巴斯夫BASF、拜耳、汉和航空

等业界领先的肥料、农药、飞防和农

机公司；而在下游，正大集团、阿里

乡村大农业、百果园将为金丰公社

搭建产销对接的高效通道，破解农

产品卖难和卖价低等难题；金丰公

社将会运用农业物联网、遥感技术

等积累的海量农业大数据，引领中

国农业智能化发展，开启中国农业

未来无限空间。

金丰公社投资方之一、金正大

集团董事长万连步说，金丰公社是

一个汇聚全球资源，服务中国农业

的联合体，是一个服务大平台。它

将为中国农业提供一体化的综合服

务，成为中国农民的“管家”。

“金正大集精英之力，旨在真正

帮助农民，帮助提升中国农业生产

效率，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农业提出

的发展目标。金正大由此展现的创

新实力和雄心，以及领导团队表现

出来的远见卓识，是世界银行与金

正大开展合作的原因。”谈及增资

7000万美元，投资金丰公社的原

因，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全

球农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局局

长Sérgio Pimenta说。

夜幕降临，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山上

凉风习习，一扫暑热，让人顿感舒畅。或开

着私家车、或骑着摩托车，山下的人们三五

成群赶到山上纳凉。村里的景观台上热闹

起来，烤羊肉串、橡子凉粉、炸鸡排、野菜面

条等摊位一字排开，灯光下，香气四溢。

巩义南山旅游通道穿南岭新村而过。

“仅仅穿过去没有多大意义，还得想办法把

游客留下来。所以才建了一个景观台。”南

岭新村第一书记王嵩说。景观台今年5月竣

工，位于巩义南山旅游通道和蝴蝶谷景区道

路交会处，海拔 800 米，面积达 3500 平方

米。站在景观台上，视野开阔，四周景色一

览无余。夜晚，目光甚至可以越过环绕的群

山，看到远处郑州上街区、巩义小关镇的点

点灯光。

正在舒展身体的李应周是山下小关镇

上的居民。他说：“山风凉快，比吹空调舒

服，这儿的温度至少比山下低五六度。一到

晚上，附近小关镇、新中镇、米河镇、涉村镇

的人都喜欢到这儿溜溜风。赶上周末，郑州

市和巩义市的人都往这儿跑。”

人越聚越多，有人搬来音响、跳舞灯，五

彩缤纷的灯光洒满一地，广场舞的音乐振得

大人小孩都手脚发痒。一人舞动，众人加

入，景观台上汇成一片歌舞的“海洋”。

“想留住游客，还要不断学习提高。”王

嵩说。今年3月，在修建景观台的同时，南岭

新村组织了20个贫困户和有意愿的村民赴

四川学习各种小吃的制作工艺，包括烤羊肉

串、炒兔肉、串串香、担担面等。

第4村民组的李应学的是烤羊肉串。晚

上8点一过，她着急了，由于对销售量估计得

不准，备好的80串羊肉串早早卖光了。打了

一通电话之后，终于从附近的农家乐里买来

羊肉。当天，她一共卖出去150多串羊肉串，

加上各种烤蔬菜，收入500多块钱。“我的胆

子太小了，老是害怕卖不完。现在看来，还

是得多备点货。”李应说，“我觉得村里应该

在景观台上摆放一些座位，再装几个亮堂的

大灯，这样人气就更足了。”

看着景观台上的“夜生活”，王嵩在盘算

两件事儿，一是安装一个大屏幕，播放党的

方针政策、南岭新村的风景画面、农家乐的

指引信息和娱乐节目，聚集更多的人气；二

是组织贫困户观摩景观台小夜市的火爆场

景，带动更多的贫困户加入夜市小吃行列，

让贫困户挣到更多钱，让小夜市更加有声有

色。 （冯刘克）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7月19日，

河南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全省运营情

况。初步核算，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

20307.72亿元，增长8.2%，增速比上

年同期和今年一季度均提高0.2个百

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个百分

点。

今年夏粮总产量710.8亿斤，比上

年增产15.5亿斤，增长2.2%，再创历史

新高。秋粮长势良好。根据省地调队

7月4日对主要秋粮作物生产情况监

测，目前玉米和水稻长势良好，生长情

况总体略好于上年。

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9406.90元，增长8.9%，增速同比提

高0.9个百分点，与一季度持平。其

中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4505.85元，增长8.3%；农村居民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477.41 元 ，增 长

8.5%。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72.73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22.49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8.15万人。

田野里，绿意盎然的秋庄稼簇拥着新

落成的扶贫粮仓；村庄内，小桥流水，屋舍

俨然，整洁美观。盛夏七月，走进唐河县

大河屯镇贫困村李湾村，精准扶贫整村推

进项目给贫困群众带来的脱贫希望触手

可及。

让贫困群众富起来，让贫困村庄美起

来，是群众的热切期盼。满足群众期盼，

最根本的问题是“不差钱”。对于唐河这

个农业大县来说，这是一道不容回避的难

题。

唐河县辖22个乡镇街道，525个行政

村，其中有贫困户的行政村517个，共有贫

困村90个，有祁仪乡、马振抚乡两个一类贫

困乡镇，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13986 户

28980人。由于全县赤贫人口占比大，深度

贫困问题突出，而非贫困县和贫困县享受

的扶贫政策差异大，实际精准扶贫资金需

求量又有增无减，对唐河而言无疑是“压力

山大”。

怎样迈过这道坎儿？唐河的答案是，摒

弃“等要靠”，鼓足精气神，勒紧腰带过日子，

举全县之力确保资金需求不减一厘，质量标

杆不降一分，进度效率不慢一毫，千方百计

给贫困群众争取好日子。

钱怎么来？财政紧缩做后盾，省下钱来

助脱贫。县财政压缩“三公经费”、压缩其他

公共支出，集中有限财力投入脱贫攻坚。计

划投入近10亿元，其中实施90个贫困村的

整村推进项目投入资金5.25亿元，扶贫粮仓

建设投入1.7亿元，产业发展投入2000万

元，到户增收项目投入2000万元，危房改造

投入3000万元，贫困村实施饮水安全项目

投入5800万元，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

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暨养老医疗资助投入1

亿多元。

钱怎么用？好钢用到刀刃上，织牢社会

保障网。唐河根据该县扶贫工作实际，创造

性地出台了13个专项脱贫政策性文件。在

教育资助上，县财政列支200万元专项助学

资金，对全县贫困家庭的非寄宿生，也就是

上级没有专项补助的学生同样进行救助，实

现了学前教育到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全

覆盖。在医疗救助上，县财政列支720万

元，对贫困户慢性病居家治疗患者到定点医

院就诊的，每人每月救助200元。县财政列

支1400万元，对19种慢性病之外的慢性病

贫困患者持卡到辖区卫生院就诊的，每人每

月救助100元。

缺钱怎么补？干部企业同献爱心，脱贫

路上不落一人。一方面，对交不起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的贫困户，县相关职能部门联

合发出倡议，动员公职人员开展爱心捐赠，

目前已收到爱心捐款80多万元，全部用于

贫困户的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凝聚社会力

量帮扶脱贫，通过唐河在外建立的14家商

会，倡议在外唐河籍企业家和爱心人士各尽

所能捐款捐物，修桥筑路，改善贫困村、贫困

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同时，深化“百企帮百

村”活动，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1家企业帮

扶。目前，全县有158家企业与贫困村结成

了帮扶对子。

7月14日晴

蹲点日记■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8日，记者

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全

省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

人均上涨5.5%，增加金额本月底前发放

到位。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

国家的统一部署和安排，从今年1月1

日起，为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

老金，总体调整水平为2016年退休人

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5%左右。定

额调整部分为调整范围内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增加50元。挂钩调整部分：企

业退休人员按调整范围内退休人员本

人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

折算工龄），每满一年增加2.4元。缴费

年限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预计全省将有300多万企业退休

人员、1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受益，共将惠及400多万退休人员。

省委农办党员干部观看专题片《将改革进行
到底》后反响热烈

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

我省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上涨5.5%

惠及400多万人 全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工作会在濮阳召开

金正大携手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

打造金丰公社
欲给5000万农户当管家

农资快递
hnrbnzkd

河南日报农村版
hnrbncb

何难帮忙
henanbangmang

河南日报农村版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刘瑞朝侯梦菲段伟朵张丛博）忆往昔，

22载文化大河，一路澎湃向前；望未来，22

岁大河正芳华，伴君“17”更青春。7月19

日，大河报创刊22周年大型公益行动“读诗

经 看大河”正式在郑州启动。省水利厅和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负责同志参加了启动仪式。

“读诗经 看大河”活动由大河报联合省

水利厅、郑州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这是一项集弘扬传统文化和保护生

态环境于一体的大型公益行动，旨在挖掘诗

经中的河流之美，关注当下的水利建设，唤

醒公众的节水意识。

《诗经》是我国诗歌的源头、第一部诗歌

总集，和中原大地具有不可割裂的联系。中

原在“诗”里，“诗”里有中原。据郑州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王建生统计，《诗经》305篇诗

歌中，涉及中原的达 146 篇，占总量的

48%。其中，河流的篇目更是占据举足轻重

的地位。

这些河流，从《诗经》奔涌至今。《诗经》

中，有见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唯美浪漫

的黄河；有两岸“绿竹猗猗”风景秀美的淇

河；更有“瞻彼洛矣，维水泱泱”雄壮的洛

河……世事沧桑，一切向好。近年，我省

的河道整治、生态修复取得了辉煌成绩，曾

经悠悠的淇河，今日依旧水清河美；贾鲁河

也正在进行生态整治。随着河长制的深入

推进，我省的河流生态整治必将迈上新台阶。

昨日活动启动后，大河报记者兵分四

路，对《诗经》中涉及的淇河、黄河、洛河、济

水等9条河流进行走访，通过走河、读河、拍

河等方式，展现中原河流文化之美，关注正

在推进的河长制，反映河南生态文明和水利

建设成就。同时，主办方还将推出“空瓶行

动”公益活动，呼吁大家喝完瓶中每一滴水，

共同“喝”护江湖。

“读诗经 看大河”大型公益行动昨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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