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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 杜丰) 6 月 27 日，在南
召县四棵树乡黄土嘴村艾草种植基地，一望无垠的艾草枝壮
叶肥，贫困户张清珍正带领村里 10 多位乡邻在田间忙碌收
割。不一会儿，四棵树乡乡长毛明阳来到地头找到她，给她送
来产业扶持奖励资金 2.4 万元。拿到一沓子现金，张清珍别提
多高兴了。
张清珍的丈夫翟传光患阻塞性肺心病，丧失劳动能力，张
清珍也患有慢性病，家里为治病债台高筑，夫妻俩还要供两个
女儿求学，因病因学致贫，成为压在她心头的两座“大山”。张
清珍感慨地说，从前不敢自己干，一没本钱、二怕风险，自从获
得产业扶持后，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脱贫的愿望越来越强。
张清珍的底气，来源于该县采取的一系列激励措施，惠及了带
贫能力强的涉农企业和发展动力强的贫困群众。
对有产业发展愿望、发展能力但缺乏资金的贫困户，南召
县采取直接帮扶、以奖代补和资金扶持的办法，支持其直接发
展特色产业发展。对有产业发展愿望但无发展能力的贫困
户，采取委托帮扶、股份合作、入股分红的模式，引导新型农业
经营组织和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合作发展具有鲜明地方
特色、良好市场前景的特色产业，让参与产业扶贫的贫困户通
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务工就业得薪金、股份分红得股金。
为实施产业扶贫带动，该县开展企业家、经济强人、优势
农户、科技能人、成功人士“五抓带动”活动，发挥他们在资源、
技术、经验、市场、人脉等方面的头雁引领作用，以关键少数辐
射带动重要多数，帮助贫困群众创业、就业增收，形成集聚裂
变效应。
结合山区实际，该县在产业扶贫上实施“个十百千万”工
程。县里集中财力人力培育一个龙头企业（华扬龙生集团），
建立苗木花卉、中药材、艾草、食用菌种植、畜牧、柞蚕养殖、
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十大特色产业，培育 100 个龙头企业
（专业合作社）、1000 个特色农户，带动 1 万户贫困群众稳定
脱贫。
一带十、十带百、百带千，
“ 裂变式”效应最大限度释放
出“几何倍增”效果。南召县通过实施“个十百千万”工程，
培育壮大十大特色产业基地，扩大膨胀产业发展规模，通过
龙头企业带动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转移就业，确保每个贫困
村都有“3+N”个带贫产业，每个贫困户都有 3 个以上增收
项目，实现致富项目多重叠加，从而确保贫困群众顺利实现
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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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出台多项举措
要使手机成为农民
“新农具”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7 日电 27 日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
机制，建设涉农公益服务平台，加大对农户信
息技术应用培训，使手机成为广大农民的“新
农具”，使互联网成为助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重要设施。
会议确定了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的
三类政策措施：一是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生
产中的广泛应用，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
大数据建设；二是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工程，强化电商企业与小农户、家庭农场、农

民合作社等产销对接；三是鼓励社会力量运
用互联网发展各种亲农惠农新业态、新模式，
带动更多农民就近就业。
农业农村部还将组织各地农业部门开展
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联合有关企业进一
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创新培训内容和方式；继续组织各地
农业部门、相关企业和单位，在全国范围开展
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周活动，适时举办农
民手机应用技能竞赛，提升农民利用手机发
展生产、便利生活、增收致富的能力。

山区群众“跑腿人”
——追记西峡县桑坪镇岭岗村党支部原书记叶宏伟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章东丽

说也没有效果。当时工程紧，叶宏伟急
得嘴角起了一圈泡，三天之内他去李家
叶宏伟是岭岗村大坪地组人，早年 六次。有一次，李家紧关大门不让进屋，
夏至过后，站在西峡县桑坪镇东南 家境贫寒，18 岁开始购销中药材，经过十 他就蹲在大门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端的岭岗鹳河大桥向东眺望，岭岗村就 几年的打拼，积累了数百万元的资产。 豫西山区的冬天，冷风像刀子，叶宏伟就
像镶嵌在这片葱茏中的一颗璀璨的明 2001 年，他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2016 这样在冷风中从早上八点一直等到这家
珠：醒目的党群服务中心、漂亮的新型社 年 1 月，任岭岗村党支部书记。
孩子中午放学回家，才进了屋。后来经
区、宽阔的文化广场、开满鲜花的游园，
村干部官职小，管的事情多，大到征 过多方打听才知道，对方阻挡的原因并
还有那一条条平坦的组组通道路，在绿 地拆迁，小到家务事处理，没有叶宏伟不 不是为炕炉用地，而是不想让占地。叶
树掩映中，过小桥、绕山脚，延伸到一个 操心的。2013 年 1 月，村里在九松村组 宏伟对他说，社区服务中心建好后，本村
个农家小院……
建社区服务中心，征地时部分群众的鸡 及外来群众看病就医、上户口、交养老金
“这些年岭岗村由穷山沟变成了俏 窝、厕所、猪圈、菜园、香菇炕炉等都在拆 离家门口近了，人们娱乐也有地方去了，
模样，多亏了叶书记！”刚一下车，现任村 除范围内。一位李姓村民不情愿拆除自 是方便了别人又方便了自己的大好事。
党支部书记余泽生就给记者当起了向 家的香菇炕炉，站在推土机前不让动工，
导，说着说着流下了热泪。
叶宏伟把他拉到一边，协商解决办法，并
余泽生所说的叶书记就是年初病逝 同意给他另找新建炕炉用地，可对方就
于工作岗位上的前任岭岗村党支部书记 是不听，施工被迫停了下来。中午，叶宏
叶宏伟，大家都称他为群众“跑腿人”，村 伟顾不上吃饭，带领村组干部登门做工
民“贴心人”。
作，李家就是不同意，动员亲戚朋友去劝

宁愿自己吃亏，
也要让群众得利

李姓村民明白了道理，不再阻拦，工程顺
利建设。
叶宏伟刚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第二个
月，本族有亲兄弟俩为种植香菇用地反
目成仇，矛盾交到村里。一方面作为堂
哥，他要处理家事，一方面作为村支书，
他要主持公道。权衡利弊之后，他把自
己家里仅有的二分自留地腾出来，无偿
供堂弟使用，矛盾才得以解决。
“这些年来，他给药农提供信息，帮
助药农销售，宁愿自己吃亏，也要让群众
得利。”下河上组组长余大曾说。
▶下转第二版

不忘初心跟党走

光山
美丽经济
花开正艳
6 月 26 日，游客在
光山县殷棚乡张中湾村
园田特色合作社观赏太
空荷花。今年春季，该
合作社引种 200 多亩太
空荷花，以生态旅游带
动太空荷花茶等农副产
品销售，合作社年纯收
入达 30 多万元，并带动
21 户 贫 困 户 年 均 增 收
1.8 万元。本报记者 尹
小剑 通讯员 谢万柏 摄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鹿邑 上下联动促整改常态长效
本报讯（记者赵春喜 通讯员杨
光宏 王利军）
“明天有时间的，继续
到涡河开展护河禁泳行动。”6 月 26
日晚，鹿邑县道德公益发起人刘传保
在由 330 多人组成的公益志愿者微
信群内发出倡议。进入 6 月以来，涡
河内水草陡增，该志愿者组织配合县
职能部门，先后有 700 余人次参与清
除杂草、捡拾垃圾的“守护涡河”公益
行动。
“打好环保攻坚战需要全县上下
联动，久久为功，常抓不懈，着力构建
常态长效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机制。”鹿
邑县委书记梁建松表示，要紧紧把握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重大契机，全
县动员，全民参与，全面抓好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治，推动绿色发展，留住
“老子故里”的碧水蓝天。
6 月 9 日，鹿邑县接到中央环保督
察组交办首个信访案件。据群众反
映，赵村乡前张村庄南农田有一个养
猪厂，刮风时臭气难闻。该县迅速启
动核查程序，第一时间对案件依法依
规进行调查处理和信息公开，并由县
畜牧局督办该非禁养区的养殖场问题
整改。6 月 15 日，该养殖场存在的干
湿分离机不能正常使用、储粪池未覆
盖等问题得到彻底整改。
截至 6 月 27 日，中央第一环保督
察组向鹿邑转办信访举报件 7 件，已
核查办理 7 件，办理结果均在县域媒
体上向社会进行了公示。

鲁山一企业家献爱心
每月匿名助贫4500元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今天我在审阅营西村的扶贫档卡资
料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村
有 15 户贫困户，每户明白卡里面的帮扶
项目一栏中，月月都写着受捐赠 300 元，
我算了算一个月有 4500 块钱呢。我问
村里的村干部，村干部只说这是真事，
但不愿说出捐赠者的名字。”6 月 25 日，
鲁山县张良镇干部支翊合说。
这是怎么回事？支翊合通过微信
给记者传了一幅照片，拍摄的是一张中
国农业银行银联卡的复印件，下面还附
有一行说明文字：该卡为爱心捐赠 300
元专用银行卡，我每月都按时领取等字
样，下面一行是贫困户加按了指印的签
名。
营西村党支部书记刘东旭询介绍

说，这件事是张良镇一位外出打拼事业
有成的公司老板操办的。这位老板致
富不忘家乡，当他 2017 年秋回乡看望好
朋友刘东旭时，看到营西村正在搞扶
贫，立马表示要为该村的贫困户做点什
么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这位老板让
营西村15户贫困户每户都在当地的中国
农业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然后登记
了他们的姓名及卡号，回公司后立即指
示公司财务人员，每月月初按时向这 15
户贫困户的农行银联卡里打入 300 元
钱。从2017年10月开始，
这笔钱已经连
续发放了9个月，
共计4.05万元。
“这位老板说过，不愿向别人透露
身份，并要求俺们为他保密。这位老板
还说，这事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刘东旭
说。

融入
“文化+”
战略助力自贸区建设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开封城市综合体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 马禄祯）6 月 27 项目构成：
日，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河南日报报业集
——大河文化广场规划总建筑面积
团开封城市综合体项目在八朝古都开封 近 8 万平方米，竣工后将成为开封自贸区
开工建设。
“文化+科技”、
“ 文化+创业”、
“ 文化+艺
开封城市综合体是开封市 2018 年第 术”的重要园区，极大丰富开封自贸区的
二批重大项目之一，总建筑面积达 67 万 文化元素。
平方米，涵盖文创、展览等多种文化产业
——大河锦悦城总建筑面积约 22 万
新业态，建成后将形成河南自贸试验区开 平方米。核心建筑大河锦悦国际酒店是
封片区独具特色的文化交流中心、科技 一家集住宿、会议接待、餐饮等多功能于
“双创空间”。
一体的四星级精品酒店。
规划显示，开封城市综合体由三个子
——大河·东都商住项目占地面积

170 亩，建筑面积 40 万平方米，总投资 13 速发展。开封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
亿元。
战略；
“文化+”战略正成为古都复兴的新
作为项目投资方的河南日报报业集 引擎。
团，近年来坚持报业为主、多元经营，强力
开封是河南日报的创刊地，河南日报
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高质 报业集团和开封有不解之缘。在河南日
量发展，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 报创刊 69 周年之际，这一重大项目在开
收，阔步走在全国省级党报集团第一方 封破土动工，具有别样意味。在当天的开
阵。
工仪式上，双方均对开封城市综合体项目
开封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近年 寄予厚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加盟开封市
来，开封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持续高于全 “文化+”战略，体现了报业集团的文化使
省、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社会保持健康快 命担当。

宝丰 不让一个贫困群众因病掉队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杨国栋 冯丰龙

一个电话，卫生院的医生就赶来了，真是
方便。”提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宋占牛满
意地说。
“大伯，您今儿血压还是有点高啊，最
今年 68 岁的宋占牛老伴去世早，患
近胸闷乏力的症状好点没有？记得一定 有冠心病和脑血管病的他在饱受病痛折
要按时吃药，有啥不舒服的及时打电话， 磨的同时，还得照顾有智力障碍的儿子，
俺随时过来！”6 月 26 日，在宝丰县大营镇 很多时候生病了都在家里熬，熬不下去了
古垛村贫困户宋占牛家中，镇卫生院的宋 才去卫生院治疗。
帅飞医生认真细致地给他检查完身体后
今年年初，镇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
叮嘱道。
服务团队来到他家，与他签订了《宝丰
“自从俺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以后， 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协议书》，并将印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有签约医生联系电话的服务卡张贴在
了他家的墙上，定期为他入户体检，让
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健康扶贫惠民
政策。
去年以来，宝丰县各级卫生医疗机构
已与县域内全部贫困人口完成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为辖区内的贫困户送去了贴心
便捷的医疗服务。

发行部：0371-65795830

贫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只是
宝丰县深入开展卫生领域健康扶贫工作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通过扎实有效的开展一系列
健康扶贫措施，该县致力为县域内贫困人
口提供全方位的健康保障，显示出在实现
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决心。
▶下转第二版

脱贫攻坚进行时·宝丰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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