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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发展集团化教育，创新带动提升发

展质量。6月5日上午，南阳市八中教育

集团北校区揭牌仪式在南阳市十五中隆

重举行。南阳市八中作为南阳市高中名

校之一，区教体局决定将南阳市十五中

设为南阳市八中北校区，纳入南阳市第

八中学教育集团一体化管理，集团将拥

有四个校区（新校区、潦河校区、八中附

中和北校区），在校师生人数突破万人，

成为卧龙区优质教育资源新的“增长

极”，标志着卧龙区依托优质学校走集团

化办学的探索和实践再进一步，教育集

团化改革向纵深发展。

从2010年 6月起，卧龙区为破解

“入园难”“择校热”“大班额”等教育热点

问题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先后组建了

南阳市实验幼儿园幼教集团、南阳市第

二十一学校教育集团等7个教育集团，

形成了完整的具有推广和借鉴价值的

“卧龙模式”，让农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

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农村幼儿

“家门口入园”；把城乡接合部相对薄弱

的学校纳入优质学校教育集团，“植入”

名校管理理念，以强带弱，快速成长。卧

龙区教体局局长王连照说：“名校办新校

绝不是贴牌、冠名，而是真正地原汁原味

按照名校的理念和模式来办学，实现教

育资源的优势互补和名牌带动。”

实施人才工程，夯实发展基础注入

活力动力。该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

为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程来抓，一方

面“对内挖潜”，努力提升在职教师整体

水平。另一方面“对外引进”，集中财力，

挤出编制，全方位、多渠道引进优秀教

师。近5年来，全区共招聘教师1316

人，其中招聘研究生70名，面向区外招

聘优秀骨干教师100名。特别是2017

年，卧龙区政府坚持特事特办，面向社会

一次性公开招聘教师500名，这是近年

来该区补进力度最大的一年。这些措

施，使全区教师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整体

素质和教学能力不断增强，教育教学质

量持续提升。特别是南阳市九中自主原

创的“双分管理教学法”这一课程改革方

法，在全市推广，被纳入了省“十三五”规

划重点课题，充分展示了该区的教学实

力和水平。目前，该区以八中为代表的

区属重点高中，以南阳市第二十一学校、

九中、十二中等为代表的中心城区学校，

以石桥镇、青华镇、潦河坡镇中心校等为

代表的乡镇学校，教育水平步步提升，教

育实力节节彰显。同时该区注重拓展教

师综合素质提升新渠道，南阳市第二十

一学校成为“中国好老师公益行动计划”

第一批基地学校、“全国文明校园”。“四

有”好老师大量涌现，乡村教师马玉贵被

省委宣传部授予“‘我为正能量代言’贡

献奖”荣誉称号（2015年），十七小叶琴

校长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2017年

度），十二中校长陈雅丽被中国网评为

“中国好校长”（2017年度），十四小教师

武斐然入选“河南好人榜”（2017年度）。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多年的

努力，卧龙区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先后荣获“河南省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先进县(市、区)”称号、“全国两

基工作先进区”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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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模式，科学配置，金融杠杆
撬动精准扶贫

根据扶贫产业特点，内乡县科学配置

金融资源，积极探索创新，形成了以养殖

“5+”资产收益、光伏资产收益、增加贫困

村集体收入、贫困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整

村推进为主要代表的金融扶贫四个全覆

盖，累计发放分红款突破7700万元，资产

收益均直接惠及入社贫困户。

养殖“5+”资产收益模式。即由全县

未参与养牛、养羊的约1.5万户贫困户利

用到户增收项目资金共同入股组成聚爱

农牧专业合作社，利用国开行扶贫贷款、

人民银行扶贫再贷款，结合牧原公司对

标准化养猪设施的需求，采取“政府+银

行+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运作

模式，按照“合作社贷款建设—牧原公司

租赁经营—贷款到期后牧原公司回购”

的模式，采取按季度定期分红的办法使

参与贫困户年度净收益不低于 3200

元。目前，聚爱合作社已先后给入社贫

困户资产收益分红累计达5700余万元，

此模式已随牧原公司扩张步伐逐步在全

国 8省 25 县推广，目前正在探索打造

“3+N”升级版。

光伏扶贫收益模式。创新“政府+公

司+金融+贫困户”模式，依托聚能公司，

争取国开行、农发行政策性贷款，破解了

总投资额6.05亿元的项目资金难题，按

20%资本金+80%银行贷款的方式，利用

县乡村广场、贫困户屋顶、牧原猪舍和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等，以每户配置5千瓦

的规模，建成分布式光伏电站77兆瓦，贫

困户可连续20年实现每年3000元的资

产收益。目前，已为贫困户分红2000万

元。

增加贫困村集体收入。利用全省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县的机会，支持

贫困村成立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县财

政向每个合作社注入20万元启动资金，

各合作社向金融机构贷款80万元，依托

牧原公司，每个合作社把共计100万元入

股河南牧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优先

股，按年化10%收益分红。县财政每年为

贫困村各安排20万元用以偿还银行贷

款，分四年还完，最终每村每年收益达到

10万元，壮大了贫困村集体经济。

贫困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整村推

进。抢抓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机遇，巧用

PPP 模式，融资 5 亿多元，按照每村

300万元~500万元投入标准，对全县102

个行政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全面改善贫

困村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内容涵盖道路硬化、

路灯安装、卫生室、公厕、广场、小型河道

治理、村庄坑塘整治、污水处理设施、村部

等基础设施，将从根本上改善贫困村生态

卫生环境，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目前，该

项目已顺利开工。

“用好扶贫政策，建好信用体系，让扶

贫政策的红利落实到贫困户的身上，让金

融活水成为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就是

金融扶贫的核心。”杨曙光说，目前内乡县

也在学习卢氏经验，在信用体系建设，风

险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力求使金

融扶贫更加精准，更加深入。

商城县花湾村花少成

昔日贫困户 如今致富带头人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曹良刚）日前，记者来到商城县

余集镇花湾村锦华手袋厂，只见宽敞明亮

的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80多名工人正

在忙碌地加工各种背包、手提包。

今年48岁的花少成是锦华手袋厂的

厂长，该厂有机器120多台，年加工手提

包近20万个，年产值500余万元。

“我们加工厂现在主要与浙江惠元进

出口贸易公司合作，从事各种箱包、手提

包来料加工，产品最终销往美国，很有市

场，根本不愁销路。”花少成微笑着说。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前花少成还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花少成自幼兄弟姐

妹较多，家庭贫困。不甘贫穷的他始终有

通过创业来实现脱贫致富的梦想。近10

年来，他先后投资30余万元办过毛绒玩

具加工厂、服装加工厂、皮鞋加工厂，可都

以失败告终，不但没赚到钱，还欠了不少

外债。

可脱贫致富的初心让他一直没有气

馁，2013年他开始转行做起了箱包，目

前，工厂运营正常，管理规范，效益可观，

年纯利润40余万元，他已完全甩掉了贫

困的帽子。不仅如此，他还带动附近40

多户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他的工厂也

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车间。

“我常年在这儿干活，一个月能赚

2000多块呢，离家又近，还能照顾孩子，

感觉很不错。”建档立卡贫困户花菊秀微

笑着说。花菊秀自幼患小儿麻痹症，丈夫

几年前又因病去世，她成了家庭的顶梁

柱，每月的工资是她家主要的收入来源。

“做生意不容易，老百姓辛辛苦苦来

打工更不容易。2013年刚开始做箱包

时，有一个16万元的订单，做好发货后老

板突然没音信了，损失惨重。即使是在这

种情况下，工人的工资我一分也没欠，到

月就发给他们。”花少成介绍他创业的艰

辛时说。

为了节省工人中午回家做饭的时间，

他还免费给工人提供午餐，晚上想加班的

还免费提供晚餐。“我们正在建一个400

平方米的活动室，可以供工人的孩子在里

面锻炼、娱乐，暑假还打算请几名老师给

小孩辅导辅导功课，小孩辅导、中午吃饭

也都不收钱。”花少成说。

据花少成介绍，随着效益的好转，工

厂规模急需扩大，浙江惠元进出口贸易

公司计划把他的工厂变成一个代理点，

公司直接给他订单，他再在附近办几个

分厂或发动周围群众办厂，形成一个产

业链，那样带贫能力会更强，群众收益会

更高。

百 姓 故 事百 姓 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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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海
军）“约上几个好友，周末到这生态果园

采摘新鲜的水果太有意义了，收获了快

乐，放松了心情，又能品尝到鲜嫩的水

果。”6月10日，家住舞钢市寺坡街道的

张爱玲拎着一篮水蜜桃笑呵呵地说。这

是她第二次来到庙街乡人头山现代农业

观光示范园游玩。

近年来，舞钢市的庄园经济通过不

断丰富内涵、挖掘潜力，分季节打造不同

的旅游景点，在充分展示观光农业特有

魅力的同时，彻底打破农家庄园的节气

限制，一年四季都是旅游旺季。

舞钢市按照原始农业“产业化”、农

旅结合“市场化”、绿化工程“景观化”的

要求，以生态为基础，以产业为核心，大

力引进干鲜果加工、饮料制作、畜产品深

加工等农业龙头企业，实现规模化经营、

产业化发展。与此同时，大力引资建设

果蔬销售物流中心和果品仓储基地，提

升果品附加值，实现了“种养加一条龙、

农工贸一体化”，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舞钢庄园经济
成旅游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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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9日，渑池县天池镇石泉村现代农业产业园，施工人员在给日光温棚扎骨架。该项目由山东寿光市奥龙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与当地农户共同出资建设，投资3.2亿元，计划建设高科技日光温棚729座。园区建成后，可吸纳当地650户1000余人务工增

收。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邓志伟 摄

本报讯（通讯员卞瑞峰 马啸 记者

马丙宇）6月14日，在原阳县靳堂乡赵

厂村一个葡萄园内，返乡创业的大学生

吕荣辉告诉记者：“再过十多天，葡萄就

可以采摘了，今年收入八九万元不成问

题。”

今年28岁的吕荣辉出生在黄河滩

最贫穷的赵厂村，他家是村里出了名的

贫困户，但他的父母认准了只有上学才

能有出息这个理儿，省吃俭用供他上

学。2011年，吕荣辉以优异的成绩考取

了沈阳农大园林专业。2016年10月，

他毕业返乡后不久，不少人劝他到大城

市去工作，他却认为，自己是学农业的，

在家乡创业奔头更大。他根据当地土壤

条件，决心发展优质无公害葡萄种植，为

乡亲们致富闯出一条路。说干就干，

2017年4月，他做通了叔叔吕志勤和吕

志成的思想工作，三人合伙发展葡萄种

植。为实现规模化种植，他以每亩1000

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十户群众50亩土

地。没有资金，他四处求借，凑齐了创业

所需的50万元资金。为节省开支，葡萄

架子全是由叔叔用自己的手艺焊接而

成。他还成立了裕明农牧专业合作社。

吕荣辉专业技术过硬，加上悉心管

理，目前，近一半葡萄进入了产果期。吕

荣辉安排村里5名贫困户在他的葡萄园

里打工，每月发给他们2000元工资。创

业成功的吕荣辉信心百倍，他要带动乡

亲通过发展特色种植致富。村党支部书

记赵国珍说：“如果市场行情好，将把全

村3500亩黄河滩地全部用来搞优质葡

萄种植，实现全村稳定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尹祖涛 记者马丙
宇）“装好篮的都是我们刚摘下来的，每

斤十块钱，也可以自己下地去采摘，随便

挑！”6月14日，封丘县鲁岗镇周罗文村

村民周庆志在地头一边卖树莓，一边高

兴地说：“树莓熟了，采摘节也要开始啦！”

6月15日，封丘县第四届树莓节开

幕。今年与往年有很大不同，不搞仪式，

不请领导，而是提前确定树莓节的采摘

地点和路线，包括每个采摘园的服务电

话及联系人，通过媒体提前宣传，让游客

成为树莓节的主角。据了解，今年树莓

节采摘时间长，从6月15日开始，一直

持续到10月31日，采摘集中在鲁岗镇

周罗文村和城关乡刘村，采摘面积达

1200亩。

据悉，封丘树莓自2002年引进种植

至今，种植面积达5万多亩，培育树莓专

业合作社20多家，形成了树莓种植、加

工、销售一条龙产业链条，直接带动1万

户农民种植树莓致富，封丘县也被称为

“中国树莓之乡”。

巧用金融杠杆 撬动精准扶贫

卧龙区发展均衡教育惠民生

封丘树莓节
游客唱主角

返乡创业大学生吕荣辉

带乡亲搞特色种植增收

渑池 农业产业园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韩梦冉
王自行）“清泉下湖啥时候开工？钱有着

落没？”“村里还有900米街道没有硬化，

希望尽快改善。”……6月12日，在郏县

黄道镇纸坊村“村民说事”会上，村民对

村干部说起了村里的一些热点问题。

去年以来，纸坊村推行“村民说事”

制度，通过村民“问”事、干部“答”事、民

主“议”事、合力“办”事等措施，保障群众

参与村级事务管理。该制度把村里打井

修路、新建房屋、环境整治、财务审核、乡

村振兴、干部履职等事项纳入说事范围，

保障村民有事说、敞开说，提高群众监督

热情。所说的事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着落，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

明确办理时限。“村民说事”不仅增强了

村民参与村级管理积极性，也加强了基

层干部廉政风险防控。

今年5月份，为倡树尊老爱老美德，

“村民说事”会上讨论起了成立留守、孤

寡老人集中用餐点——“爱心食堂”的

事。地址、管理和服务、就餐人员、收费

标准都确定了下来，但到了村民捐款捐

物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一些村

民认为捐款方便快捷，在家的村民现场

捐款，在外务工、工作人员只需通过村里

微信圈发红包便可解决；而另一些村民

认为让村“两委”人员拿着这些钱去购买

相应的食堂用具，会出现不规范等行

为。经过一番讨论最终决定捐物。消息

不胫而走，村里热心公益的人士纷纷自

发筹集爱心物资。在村民们的热心支持

下，很快筹齐了“爱心食堂”所有用品。5

月17日上午，“爱心食堂”正式启用。

村民杨朝彬说：“‘村民说事’”说出

了百姓心声，说出了干部清正，现在村民

们明显感觉到村里民意顺了，民心聚了，

民情暖了，俺村真是越发展越美了。”

据了解，去年至今，该村开展“村民

说事”78场次，接待群众2400余人次，累

计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130件，通过集中

议事解决问题80件。

本报讯（通讯员杨育新 朱晓玲 记

者黄红立）6月12日上午，孟津县会盟镇

“三新”讲习所结合在扣西村开展的全市

水稻插秧机械化推广演示现场会,将讲

习所搬到稻田，会盟镇20个村的党员志

愿服务队和周边种植水稻的村民200余

人参加。

一架架植保无人机升空，悬停在离

地面 2米左右的低空中，开始喷洒农

药。一名围观的群众说：“以往，喷洒完

这片300亩的水稻需要雇10名工人，花

费半个月的时间，如今这机器不但节省

人力财力，还避免了农药对人的伤害。”

当看到机械化插秧机一会儿就把一

片地插满了水稻时，正在插秧的村民焦

万安说：“农业机械化是出路啊！”

会盟镇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成立新

时代、新知识、新技术“三新”讲习所21

所，如今成了群众学习的“大学校”。截

至目前，“三新”讲习所已结合村域特色、

时令时节开展百余场形式多样的讲习，

受益群众3000余人。镇党委书记孙永

伟说：“讲习所开展一系列活动，把惠民

政策和群众最关心的事情讲清楚，让群

众中真正有所学、有所得，从而激发群众

的内生动力。”

6月12日，上蔡县举行平安家园治安保险赔付发放仪式，近40名失主分别领取到

500元至3000元不等的人保财险赔付金。为提升公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度，该县财政

出资，为全县居民购买了牛羊猪、粮食、电动车等家庭财产保险。通讯员 韩红蕾 宋永亮

本报记者 黄华 摄

村民问事 干部答事 民主议事 合力办事

郏县纸坊村“村民说事”说出风清气正

孟津县会盟镇

“三新”讲习所办成群众学习“大学校”

上蔡县财政为居民购买财产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