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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边的土地能不能要？这成了新蛮

子营村村民们争论的一个问题。

在南阳市淅川县上集镇的时候，因为

村里的部分土地临河，汛期常常冲走大块

的田地，村民们心疼不已。搬迁到新郑市

梨河镇之后，当地准备了两片土地供移民

挑选，一片临河，一片不临河，选哪块？村

民们意见不一。

“现在看来，我们选对了。”5月 29

日，新蛮子营村党支部书记陈国定说，

“我们选了临河的土地。新郑市目前正

在高标准打造双洎河，总投资达几十亿

元，岸边将会硬化、绿化、美化。按照规

划，双洎河提升工程完成后，将形成一

片美丽的河景图。这与我们发展的乡

村旅游正好契合，围绕双洎河大有文章

可做。”

2011年8月，在南水北调移民搬迁

中，南阳市淅川县蛮子营村的村民告别故

土，举家北上，迁至新郑市梨河镇，叫新蛮

子营村。几年间，村里组织就业稳定民

心，引入产业谋求发展，打造旅游壮大经

济，新蛮子营村不但在新郑双洎河畔扎下

了根，还日益枝繁叶茂，成了附近移民村

中的示范村。

就业促稳定

对于移民村来说，搬迁不仅仅是简单

地挪个地方，还牵涉村民们生活观念、风

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的改变和适应，

思想和情感的融入。

“刚搬来的时候，附近的村子对我们不

了解。外村的小伙子不愿意娶俺村的姑娘，

外村的姑娘也不愿意嫁俺村的小伙子。”新

蛮子营村前任党支部书记陈俊洲说。

“生产如何开展？生活怎么稳定？利

益怎么分配？出路在哪？一时之间，村民

们人心纷乱。”陈国定对记者说，“想解决

这些问题，就得靠就业和发展。”

陈国定决定把就业作为移民稳定发

展的突破口，积极联系新郑市移民局，由

该市人事部门牵头，组织郑州富士康、东

风日产等大型企业到新蛮子营村进行现

场招聘，一大批年轻人不再到遥远的外省

打工，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结合老龄

村民实际情况，村里为他们在附近的商

店、超市联系就业岗位。

通过近几年的发展，新蛮子营村蜕变

成发展后劲十足的“明星村”。

集体有分红

“暂时稳定不代表长久稳定。想要长

久稳定，真正融入当地，让附近的村子都

看得起，还是要靠发展，让新蛮子营村富

民强村，做出一番业绩。”陈国定说。

新蛮子营村一方面坚持不断完善基

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和村干部积极

性，实施村干部和党员包家分户排忧解

难，深入群众，解决村民实际需求；另一方

面积极组织党员、村干部等外出考察学

习，不断探索适合该村发展的路径。

“环境变了，不能再抱着老观念了。”

陈国定说。“如果还像在淅川老家那样，把

土地分包到户，一家一户各自种地，显然

不适应新的环境和形势了。”

新蛮子营村选择了一条壮大集体经

济，从而惠及全体村民的发展道路，确立

了“以土地流转为载体，以公司经营为主

导，全力打造集采摘、餐饮、度假、颐养、商

贸于一体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快速提升村

民收入”的发展思路。在当地政府的帮助

下，新蛮子营村将村里的1000多亩地流

转给一个农业公司，主要发展温室大棚，

部分工作岗位由该村村民承担。如今新

蛮子营村温室大棚遍地林立，葡萄挂满枝

头。

通过土地流转，集中经营，让村民们

除了有打工工资之外，每年每亩地还有

1000多元的分红收益。

乡村游绘就好前景

双洎河静静流淌，穿新郑市而过。在

临近市区的地方，河流拐了一个弯儿。这

里河面宽阔，自成一景。新蛮子营村就位

于双洎河的湾头，占尽风光。

“当初挑选这块土地的时候就看中了

地理位置。从这个地方顺流而下，几里路

就到了新郑市区。另外，双洎河的景色也

为我们打造的乡村旅游锦上添花。”陈国

定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河边的木制栈道和

观景台已经显现雏形，岸上的步道与种植

区融为一体。徜徉其中，一派田园生态景

象。河边不远处，新蛮子营村为乡村旅游

配套的生态智能餐厅即将竣工。

陈国定介绍说：“生态智能餐厅门前是

一个广场，建成之后具备喷泉、草坪等西式

婚礼元素，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据介绍，除流转土地之外，新蛮子营

村还剩余近530亩的土地。这些土地将

全部作为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建设用地，规

划了农业主题公园，科普馆、沿河旅游观

光带和商贸区。“这些项目全部落地后，将

形成我们村环环相扣的乡村旅游体系。”

陈国定说，“这是一项造福子孙后代的事

业。”

开栏的话 全面小康，河南移民怎样实现？乡村振兴，河南移民选何路径？“强村富民”战略，移民村社会治理创新，移民乡村旅游，移民企
业挂牌上市，金融扶持“移民贷”……近年来，河南省移民办一系列创新举措，为全省移民增收致富插上了腾飞翅膀，移民村经济蓬勃发展，移
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移民群众整体和谐稳定，全面小康征程上，河南移民正在奋力描绘出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今日起，本报推出“走转改”——移民村巡礼，讲述移民发展致富、生活美好的故事。

新郑市新蛮子营村

双洎河畔谱新篇
□本报记者赵川冯刘克

6月9日，在渑池县果

园乡李家村，一位游客正

在采摘仰韶大杏。近年

来，渑池县果园乡依托仰

韶大杏这一传统优势产

业，推广发展种植大杏2

万余亩，年产值达3000余

万元。时下，该乡的仰韶

大杏喜获丰收，每天都吸

引着大批游客前来采摘品

尝。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是我们基层党委政府的政

治责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那

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6

月8日，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书记

蔡松涛表示，对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

兰考县委、县政府将毫不手软，依法打

击，以实际行动坚决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

6月4日，兰考县委、县政府接到

省环保督察批示件和群众举报，一些

黑加油站有死灰复燃之势。这一情况

引起该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高

度重视，决定开展“黑加油站”取缔行

动，并把此项活动作为“回头看”自查

的一个重要方面，立即组织安监、公安

等部门逐一进行核查落实，集中行动

一天时间依法取缔4家黑加油站、6辆

流动加油车。取缔行动迅速、及时，有

效震慑了环保违法行为，为中央环保

督察组进驻该县顺利开展“回头看”创

造了良好的环境。

为做好中央第一环保督察组开展

“回头看”工作，该县第一时间召开动

员部署会，明确强调各乡镇、各部门要

对中央环保督察组重点督察内容，实

行台账推进、全程留痕、限期完成，把

各项整改任务做实、做细、做在前面。

实行副县级以上领导分包乡镇责任

制，所有副县级以上领导要督促指导

分包乡镇做好整改工作。要求该县攻

坚办、督查局强化督导责任，督促各乡

镇、各部门高标准落实整改责任。县

环保局股级以上干部全部下沉一线，

发挥好业务指导、驻点监管作用。坚

持严格执法，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散乱污企业，一律按照“两断三清”

标准进行取缔。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6月9日是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是：

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当日上午，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河南主场城市活动

启动仪式在平顶山博物馆举行。该活动

由省文物局与平顶山市政府共同主办。

启动仪式上，举办了《改革开放40

年河南文物事业发展成就展》等特色展

览，倡议成立了河南文物保护志愿者联

盟，启动河南省文化遗产守护者宣传推

介活动；筹备成立河南省博物馆联盟；举

办了“传播与传承”文化遗产主题讲座、

2017年度考古新发现公众报告会、义务

文物鉴定咨询等系列公益活动。

其中，《改革开放40年河南文物事业

发展成就展》，从综述、分述、地市篇等三

大部分，考古新发现、博物馆事业发展、大

遗址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等不同

方面，展示了河南省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工

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遗产日当天，全省各

地市、省直管县组织开展特色主题活动

280余项，300余家博物馆、纪念馆和文

物单位向公众免费开放或优惠开放。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杜
凯雯）6月8日，中原环保世纪行组委

会召开会议启动今年的世纪行活动。

今年的主题为“宣传贯彻大气污染防

治法律法规，督促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法律责任”，将充分发挥舆论监督、法

律监督和社会监督作用，督促各地、各

部门、各单位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认真

落实法律责任，推动解决损害群众健

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全面推进我省生

态文明法治建设。

会议指出，今年的工作将围绕贯

彻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推动大气

环境质量改善展开。要学习贯彻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为指导，开

展好今年中原环保世纪行活动；宣传

贯彻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推动法

律法规进机关、进企业、进社会、进农

村，用这些法律法规来防治大气污

染，保护生态环境；督促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的法律责任，推动相关责任得

到全面落实，真正发挥其“利剑”作

用；跟踪监督大气污染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继续曝光环境违法企业，揭露

环境违法行为，监督企业依法排污、

清洁生产。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柏宣杨
李逴）6月8日上午，漯河市举行社会扶贫

爱心结对帮扶行动启动仪式，这标志着该

市爱心结对帮扶行动全面启动，通过广泛

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结对帮扶、对症帮扶，

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带贫产

业，增强贫困人口“造血”增收能力，确保

高质量完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任务。

此次结对帮扶中，漯河市选出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联系32个贫困村或扶贫任

务较重的村，通过产业带村、项目兴村等

形式进行帮扶；市卫计委开展“天使减贫

行动”，组织公立医院、民营医院和乡镇卫

生院，组建50个医疗帮扶团队，与全市50

个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联系结对；市工

商联组织各类商会和民营企业，参与“百

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市教育局实施

城乡教师与贫困家庭学生结对帮扶和学

生之间扶贫助困“手拉手”结对帮扶；市工

商局开展商标富农帮扶，建立地理标志商

标+商品+精准扶贫模式，力争51个工商

所分别指导注册一件涉农商标。其他部

门结合自身实际，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开展

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漯河市启动社会扶贫
爱心结对帮扶行动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河南主场城市活动举行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兰考 做好强部署 创造好环境

标题新闻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青岛6月10日电

渑池
仰韶大杏
喜获丰收

中原环保世纪行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任国战 通讯员张
遂旺）“要高质量完成中央第一环境保

护督察组转办的事项，要一案一专办，

立即组织现场调查核实，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程序上

报办理结果，做到立行立改，立改立

报，件件有落实，办毕有公示，效果受

监督。”6月10日，安阳市委书记李公

乐表示，要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

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到位不

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6月2日以来，安阳市共收到中央

第一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共8批累计

32件，已办结、公示9件，其余23件正

在按照程序办理。围绕群众反映粉尘

污染、噪音扰民、违规生产、畜禽养殖

污染等问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责成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

实，限期整改。有文峰区群众反映邻

近商户的油烟过大，该区主要领导带

队查看，当即要求4家商户更换净化

设备，仅用1天半时间就解决了问题，

油烟去除率90%以上，令投诉人非常

满意。

近日，该市专门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对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重点案件，市委

书记、市长挂帅现场调研，提出整改意

见。对其他案件，采取分管领导负责

制，夯实责任主体。对所有案件第一

时间调查处理，实事求是，立行立改，

依法依规，严格处理，并将信息及时反

馈给信访举报人。对发现的问题认真

查摆，举一反三，在长效机制建设、工

作制度落实上下功夫，堵塞了管理漏

洞，提升了工作水平。

安阳 举一反三高质量整改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员王
烜）“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

措，是对许昌市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和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成效的深度

检验，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

力的举措，深入抓好问题整改，做到

‘彻底改、改彻底’。”6月10日，许昌

市委副书记、市长胡五岳表示，要统

筹推进，精准施策，以过硬的整改实

效，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

阶。

自6月2日起，中央第一环保督察

组向许昌交办了多起环境问题信访举

报案件。其中，群众举报许昌市东城

区天宝路夜间拉土方车辆噪声扰民问

题严重。在调查核实情况后，许昌市

不仅成立综合执法小分队设卡点进行

夜间整治，还第一时间在全市开展城

市工程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

城市工程运输车辆噪音扰民、抛洒泄

漏、超载超限等突出违法行为。

许昌市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为契机，举一反三抓长效，坚持由

点带面、标本兼治，梳理同类问题、主

动查补短板、集中清理整治，扎实推

进信访案件反映问题和同类问题的

彻底解决。

许昌 立足长效机制抓整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