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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4月17日，在鲁山县辛集乡佳尚农业

种植基地，数千亩软籽石榴树枝繁叶茂，

花蕾含苞待放；迷迭香郁郁葱葱，散发出

诱人的香气。正在林间忙活的村民高艳

丽说：“俺在这林业种植基地干活两年多

了，修树、除草、摘果，活不太重，每月收入

2000多元。”

“像佳尚公司这样，鲁山县在发展林

业经济、推进生态建设工作中，注重吸纳

贫困户从业，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林业经

济实体有100多个。”鲁山县林业局局长

李瑞琦说。

鲁山县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

是全省25个以林为主的山区县之一，全

县林地面积212万亩。近年来，鲁山县

委、县政府实施“生态建县”战略，牢固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在林业生态建设中，注重产业扶贫，突出

精准二字，以项目为支撑、以科技为抓手、

以创新为动力，加大林业生态扶贫力度，

加快林业生态建设步伐，不断提高林业生

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该县围绕林业主导产业，选好项目，

招大引强，注入资金发展生态经济，在扶

持政策、帮扶力度、优化发展环境等方面

精准发力，连出“组合拳”。林业工程扶贫

是该县林业扶贫的亮点，该县出台了鼓励

支持贫困户参与植树造林的优惠政策，对

造林验收合格的地块，除享受中央和省级

补助资金外，县财政为贫困户每亩补助

200~300元。

该县按照“户有致富项目，村有特色

产业，乡有主导产业，县有支柱产业”的思

路规划创建了一批生态村镇，吸纳贫困人

口从业，打造一批特色经济林、花卉苗木

基地，陆续建成了蓝莓、葡萄、酥梨、血桃、

石榴、甜柿等十大生态产业扶贫示范基

地，实现了贫困户就近就业。

全县设立800多个生态保护公益性

岗位，聘请有劳动能力、有责任心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为生态护林员，每人每年获

得近6000元补贴。推进天然林、特色经

济林的投保工作，24.9万亩公益林有了

保险，实现规模种植经营的贫困户全覆

盖。

近年来，鲁山县每年投入财政扶贫资

金7000多万元，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和林

业扶贫工作，全县形成以优质酥梨为主的

水果产业集群、以核桃为主的干果产业集

群、以玉兰花卉苗木为主的育苗集群三大

产业集群，经济林种植面积达36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54.66%，森林蓄积量达525

万立方米，林业生态扶贫涉及 23个乡

（镇）432个村，初步实现了“生态文明、经

济发展、群众增收”的目标。

泌阳县双庙街乡沟李村地处丘陵地

带，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多年来，由于

该村没有特色支柱产业项目，人均的两亩

耕地和外出务工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来

源。由于村民整体收入较低，发展缺乏后

劲，截至2017年12月，全村618户中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42户，贫困人口96人，

属省级重点贫困村。

驻马店市烟草局副科级干部姚峰被

派驻到沟李村任第一书记后，用心摸清村

情民情，在市局党组和全局党员干部的帮

助下，抓党建促脱贫，针对性地做好帮扶

规划，推进帮扶项目，实施帮扶措施，点亮

了村民的幸福梦。

贫困村里大变样

“驻村之前，我虽然已经做足了心理

准备，但是2015年9月，当我初到沟李村

时，还真有些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姚峰

说，村前是一片荒地，村委会破旧的院墙

内外长满了齐腰深的荒草，仅有的五间办

公室也因年久失修几乎成了危房，为了安

全起见，双庙街乡领导特意在乡政府腾出

一间房子供他暂住。

“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只管大胆开

展工作，遇到困难及时给局党组汇报，我

们烟草局就是你的坚强后盾。”驻马店市

烟草局党组书记宋守晔给姚峰打气说。

2015年和2016年，市烟草局拿出45

万元扶贫专项捐款，在帮助村里维修村委

办公室的同时，新建了200平方米的标准

化“一站三室一广场”，给全村安装了71

盏路灯，购买了电动垃圾车和垃圾桶，并

在各村组修建集中收集垃圾的垃圾池55

个，在改善村委办公条件的同时，也提升

了沟李村的人居环境。

为了解决沟李村吃水难的问题，姚峰

和县财政局驻村帮扶工作队一道，多次找

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争取项目。经过半年

多的奔波努力，2016年 4月，一眼深达

130多米的饮用水井不但解决了全村人

的安全饮水问题，还让邻近的康庄村村民

如愿吃上了自来水。

“自来水接通的那一刻，整个村子都

沸腾啦，虽然还是乍暖还寒的春季，不少

村民直接对着自来水管咕嘟咕嘟一气喝

了个饱。”回忆起通水那天的情形，村文书

关存保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过去，由

于我们村地处丘陵地带，水位较深，群众

吃水仅靠村里的一口露天井来维持，为了

吃上水，有人几乎要在水井边等一夜。姚

书记一来，首先就帮我们通上了自来水，

真是俺以往做梦都没敢想的事。”

“姚书记来驻村之前，我们村没有一

条像样的路，一到阴雨天我们想出村都是

个难事。”村党支部书记李明琴说。

在市烟草局党组的支持和县乡有关

部门的帮助下，姚峰几经努力为沟李村争

取了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村村通和

农村环境整体推进等项目，涉及资金

1000多万元，先后硬化生产道路8.7公

里，打通断头村组公路5公里，修通户户

通公路2100米，形成全村互连路网的同

时，还配套了生产井47眼，大口井5眼，提

灌站和拦水坝各一座。

随后，扶贫车间、文化广场、游乐园、

标准化卫生室等一个个惠民工程也相继

在沟李村落地。

群众找准脱贫路

“我在沟李驻村期间，宋局长每次来

村调研都一再叮咛我‘要坚持问题导向，

找准致贫症结，制定精准帮扶措施；要在

抓措施落实上下大力气，帮助贫困户按期

脱贫，树立烟草行业负责、担当、实干的良

好形象’。”姚峰说。

为充分发挥烟草扶贫的优势，2016

年，驻马店市烟草局在种植计划紧张的情

况下，给沟李村调配烟叶种植计划200

亩，新建炕房10座，通过合作社种植，每

年为全村贫困户带来直接效益2.5万元。

▶下转第二版

4月20日，汝阳县城关镇杨庄小学学生收到了洛阳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单位送来的千余册书籍。去年6月，洛阳市少年儿童图

书馆、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在农村建“萤火虫书房”活动，目前已在洛宁等县建立6个“萤火虫书房”，丰富了山区孩

子们的课余生活。 康红军乔俊晓摄

本报讯（记者李政通讯员王晓凡）

4月23日，记者从河南省肿瘤医院组织

的省“两癌”筛查民生实事西北片区培训

班开班仪式上了解到，我省已启动免费

“两癌”筛查工作，5月起，140万农村及

城市低保35~64岁适龄妇女可以在当

地县级妇幼医院参加免费的宫颈癌和乳

腺癌筛查。

据了解，“两癌”晚期的治疗费用是

沉重的经济负担，但通过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两癌”的治愈率可达90%

以上。“两癌”免费筛查能大大提高妇女

“两癌”的早诊早治率，大幅度减轻病患

家庭的医疗负担。

目前，我省农村地区妇女“两癌”筛

查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为提高农村妇

女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发挥了积极

作用。

本报讯（记者田明）4月23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了解到，省教育厅、省军区办

公室近日联合发出通知，高中阶段集中军

训时间不得少于7日，高校军训须列入学

生必修课。

通知要求，高中阶段学生军事训练和

军事理论要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统一

施训，合理安排教学内容，集中军训时间

不得少于7日。要采取丰富多彩的教育、

教学方式，增强学生的国防观念和国家安

全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

时，高中阶段要将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和军

事理论知识学习成绩载入学生本人学籍

档案。

针对高校学子，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

理论教学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

各学校要把学生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

论教学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统筹安

排，严格落实大纲规定的教学学时和学

分，并将军事技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考试

成绩载入学生本人学籍档案。各高校要

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规

定的训练内容，集中2～3周的时间，认真

组织学生进行军事技能训练，保证训练时

间，确保训练效果。通过强化学生军事训

练，按规定有计划地让学生掌握必备的军

事知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刘浩
博)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藏书票研

究会等单位主办的“第十七届全国藏书

票暨小版画艺术展”评选公布入选名

单，此次投稿艺术家共计1308人，其

中，参评藏书票组的艺术家共708人

次，参评小版画组的艺术家共904人

次。邓州市刘香华创作的小版画作品

《忆》成功入选。

刘香华系邓州市烟草系统职工，

去年创作的版画作品《朝阳》入选“不

忘初心·再创辉煌——全国工业版画

研究院第五回年展”。此次小版画作

品《忆》构图严谨，笔法干练、细致，虚

实结合的创作手法带给人极强的视觉

冲击力。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俊
杰任永立）“以前，我们下乡开展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刮风下雨、严寒暑热都是

骑自行车或电动车，体检资料都是手

写，非常不方便。现在，我们有了装有

空调的电动汽车，冬暖夏凉非常舒服；

签约服务包里装的是便捷的诊疗设备，

所有的体检结果通过健康一体机直接

可以传到管理平台，减轻了我们的劳动

强度，也提高了诊疗水平。”近日，武陟

县木城卫生院院长高斌在龙源卫生院

举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汽车和签约

服务包发放仪式上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该县高度重视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工作，全县组建全科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73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357

个，并于去年11月筹集资金28万元为

14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免费配备签约服务电动车72辆、服务

包50台，为签约服务人员进村入户提

供了便捷的交通工具和高效的诊疗设

施。

今年该县又筹资150万元配备签约

服务四轮电动汽车37辆并免费发放到

14家乡级卫生院，同时，积极争取焦作

市卫生计生委项目扶持，为乡、村医疗

服务团队配备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

110台，保证每个服务团队有一台健康

一体机，做到健康随访信息适时上传，

考核评价资料真实可靠。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张正
军）4月21日，省军区、省教育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国资委

联合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举行河南省

第五届退役大学生士兵就业专场双选

会暨 2018年大学生征兵工作启动仪

式。

此次活动共吸引了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广东的1152家用人单位，提供

会计、医生、老师、文员等就业岗位4万

多个。为更好地服务退役大学生士兵

就业，省军区、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

对全省近年来未就业退役大学生士兵

认真进行调查登记，活动开始前逐一发

送邀请信息。各用人单位现场设置招

聘服务台，与退役大学生士兵面对面互

动交流、双向选择，达成意向的当场签

订就业协议书。

为方便大学生报名应征入伍，郑州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开设4个征兵宣

传报名服务站，接受大学生政策咨询、

应征报名，发放征兵宣传资料1.5万余

份，459名应征报名大学生在现场通过

目测初审，被确定为预征对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鲁山 林业扶贫 生态惠民

驻马店市烟草局驻泌阳县沟李村第一书记姚峰

把“穷村”引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黄华

汝阳 点亮农村娃读书梦

高中高校军训成绩
记入学生学籍档案

4月23日，宜阳县2018年“舞动船城乡村大舞台”全民广场舞大赛南片区比赛在该

县赵保镇文化广场举行。来自该县南片区乡镇的30多支队伍共600余名广场舞爱好

者，穿着艳丽的服装翩翩起舞，现场热闹非凡。仝少飞摄

我省农村适龄妇女
5月起可免费筛查“两癌”

我省举办退役大学生士兵
就业专场双选会

邓州版画作品入选国家级展览

武陟家庭医生配上电动汽车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让广大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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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