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漯河 村集体经济“清零”“消薄”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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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新城办、马村乡、商桥镇、干河陈

乡、翟庄街道的负责人上台领奖……各奖

励60万元。”6月28日，在漯河市抓党建

促脱贫攻坚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

上，主持会议的副市长吕娜首先宣布了5

个因村集体经济实现全覆盖而获奖的乡

镇（街道）。

抓好村集体经济就能获得市里的表

彰奖励！台下参会的各个乡镇党委书记

受到了极大鼓舞。很显然，富了村、惠了

民的村集体经济奖励政策让更多的乡镇

跃跃欲试。

其实，漯河市对于村集体经济的奖励

扶持远不止于当天的300万元。在当天

的会议上，参会的全市各县、区、乡镇的主

要负责人都收到了一份由漯河市委组织

部、市财政局、市委农办联合下发的《扶持

村级经济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

知，其中可以看出，每年市级财政预算列

支的专项用于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

资金，市级每年不少于1000万元，各县区

每年不少于500万元。

按照漯河市两县三区外加三个功能

区来算，每年扶持村集体经济的资金将达

近5000万元，由此撬动大量的社会资金

投入。在充盈的资金保障下，全市坚持以

“双增”行动为抓手，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拓展产业扶贫的路径渠道。

“扶持资金坚持‘奖补引导、点面联

动，专款专用、注重实效’的原则，以政府

资金带动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推动建立

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投入

机制。”漯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思杰

说，扶持资金主要用于清除集体经济“空

壳村”（简称“清零”）和消除集体经济薄弱

村（简称“消薄”），即用于村级取得合法生

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服务性收入等有

关的各种经济项目。

目前，漯河市村级集体固定资产超

亿元的村有8个，集体经济收入千万元

以上的村有 30个，有集体收入的村占

54%，8个乡镇（街道）实现了所有行政村

都有集体经济，带动1.57万农民直接增

收。

去年10月，漯河市定下了“清零”总

体目标：2018年底，全市60%以上的村有

集体经济收入，所有贫困村有集体经济收

入；2019年底，全市80%以上的村有集体

经济收入，贫困村集体收入有稳定增加；

2020年底，努力实现全市所有村有集体

经济收入。

“在这其中，我们首先要实现贫困村

集体经济全覆盖并稳定加强，让集体经济

成为脱贫攻坚的‘推进器’。”李思杰说，年

底前，市委组织部、市委农办、市财政局将

对市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乡镇、试点村进

行验收，对验收合格、发展效果好的乡镇

将给予表彰奖励。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

脱贫攻坚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治本

之举。我们要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让

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看到变化、感到温暖，

增强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全面夯实党在

农村的执政基础。”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

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
栋）“俺家不但在2017年底实现了脱贫，

前段时间，俺还被县里评为脱贫攻坚‘致

富之星’，这都得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好

政策！”7月5日，宝丰县大营镇小沈河村

今年42岁的石彩霞指着大门口的“致富

之星”牌匾说，“扶贫车间就是俺实现脱贫

致富的‘梦工厂’。”

石彩霞所说的“梦工厂”就是建在该

村的金岭制衣服装厂扶贫车间，这让她

“上班”不离村，每月还有1500元的收

入。“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像做梦一

样都变成真的了。”石彩霞脸上写满了幸

福。

像石彩霞一样，该县依托产业扶贫政

策增加收入的贫困户还有很多。

去年以来，宝丰县对全县扶贫产业进

行调查摸底的基础上，结合乡村振兴战

略，研究制订了《宝丰县产业扶贫工作实

施方案》《宝丰县关于加快产业扶贫发展

的意见》及《宝丰县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收

益分配管理办法》等；同时，建立起乡镇、

村、扶贫企业、农户四级规范化台账和明

细台账，实现了数字化、动态化、规范化管

理，随时做到信息的更新、共享；该县产业

扶贫作战室实施了产业扶贫一户一档化

管理，通过一户一档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个

贫困户所享受到的全部产业扶贫政策和

帮扶措施及落实到该户的产业扶贫收益

情况，做到“四个明白”，即乡镇、村、帮扶

企业、农户四方明白产业扶贫落实情况。

宝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产业

扶贫的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县有各

类产业扶贫企业（基地、车间、带贫企业）

122个。其中，扶贫产业基地27个，带动

贫困户1709户；扶贫车间3个，安排49名

贫困群众务工；带贫企业59个，带动贫困

户1554户；亚坤、翔隆等四大本土企业带

动贫困户1000户，17个县级优质企业企

贷企用带动贫困户5494户；12个村级光

伏电站带动贫困户692户；鑫泰集中光伏

带动贫困户3314户。全县产业扶贫累计

共带动群众13763户。6月底，全县4006

户贫困户，每户都收到了今年上半年光伏

扶贫收益款1500元；12个村级光伏小电

站，为每个村集体带来2.5万元光伏收

益。产业扶贫成效明显提高，群众满意度

显著提升，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这些

都为该县52万群众致富奔小康，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发展动力。

“宝丰县122个各类产业扶贫企业，

使贫困群众的产业覆盖率100%、产业叠

加 度 3.69、平 均 每 户 贫 困 群 众 收 益

8024.40 元，产业扶贫取得了阶段性战

果。宝丰县的产业扶贫工作得到肯定，

在全省电视电话会议上受到通报表扬。”

宝丰县县长许红兵说，“脱贫攻坚，产业

扶贫是关键。在下一步产业扶贫工作开

展中，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突出帮扶重点，全面提升全县产业

扶贫工作的整体水平，全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

本报讯（记者宋朝 康巍）7月4日，

记者在中储粮驻马店直属库采访时了解

到，今年夏粮收购在传统检验项目水分、

容重、不完善颗粒、杂质外又增加了一项，

每车入库的小麦都要检验呕吐毒素；每公

斤小麦中的呕吐毒素低于1000微克，粮

库才能收购入库。

驻马店直属库仓储科副科长姜洪魁

介绍：呕吐毒素的学名叫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用字母表示是DON，是小麦中的细

菌衍生出的有害代谢产物，因猪吃了这种

有害物后呕吐不止而被发现，被人通俗地

称为呕吐毒素。呕吐毒素对人和动物都

有影响，食用后，会导致厌食呕吐、腹泻发

烧、反应迟钝等中毒症状。

记者在检验现场看到，工作人员先从

一车麦子的多个部位取样，然后混合再混

合，从中取出50克小麦磨成粉状，过筛、

蒸馏、离心、稀释，然后在专用检验设备中

用试纸检验呕吐毒素，最后把试纸放入设

备中读出数据。

呕吐毒素的整个检验过程需要20到

30分钟，直接检验成本约为60元，大约折

合每吨小麦两块钱，但这个钱是小麦收购

企业承担的，粮农不用出。

呕吐毒素超标的小麦不能入库，但还

是有用的。有关专家说，现在也有多种剔

除含有呕吐毒素小麦的方法，但根除有一

定难度；不过这些小麦可以做饲料，也可以

做成酒精，但想卖个好价钱，难度就大了。

资料显示，呕吐毒素在小麦、玉米中都

可能有，主要与谷物产量形成和收获期间

的温度、湿度相关。粮食生产期间的突然

遇冷，以及收获期间的高温、高湿，赤霉病、

虫害等，都可能产生呕吐毒素，粮食储存阶

段，不达标的储存也可能产生呕吐毒素。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广
起 豆文灵）7月 9日上午，“2018年中

国·周口（淮阳）第十二届龙湖赏荷旅游

月活动”在淮阳县羲皇文化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以“荷花·合作·和谐”为

主题，以“走进羲皇故都，相约水城淮

阳”为口号，由河南省旅游协会、周口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淮阳县人民政府主

办。

活动期间将举办“清风荷韵·中原廉

文化”系列活动、第二届淮阳沙窝西瓜节

等精彩活动，从7月9日至9月9日，历

时两个月，让广大游客近距离感受荷乡

风情，了解淮阳丰富的物产和悠久的历

史文化。

本届活动坚持“政府指导、景区主

办、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原则和“创新、

高效、安全、文明”方针，活动的举办由政

府承办向市场运作转变、由单纯观赏向

群众参与转变、由注重形式向注重效益

转变、由节庆举办向旅游常态化转变，力

求节俭务实，惠及民生。

龙湖赏荷旅游月活动自2007年举

办以来，知名度逐年提升，已成为我省继

洛阳牡丹、开封菊展之后第三大花卉旅

游节会品牌。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9日，记者从

我省登封高招录取现场获悉，7月9日上

午 8时，随着提前录取批次开档，我省

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拉开

帷幕。本科提前批的录取工作从7月9日

开始，除艺术类本科外，其他类别的录取

将于7月13日结束，其中艺术本科A段

16日结束，B段22日结束。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介绍，参加

本科提前批录取的院校有七个类别：军

事、公安、司法、艺术、体育、其他院校本科

和专升本。类型多，层次多，招生要求不

同，投档模式也不同。其中包括：体育和

艺术类本科，军队院校、公安类（本、专科

专业），司法类（本、专科专业），航海类本

科专业，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国家公费师

范生，免费医学订单定向招生就业计划，

外国语言文学类（非英语）专业等。7月9

日上午8:00本科提前批准时开档，第一

志愿批量投档共计投出档案31795份(不

包括专升本），其中文科投出档案21526

份，理科投出档案10269份。

“我干支部书记二十多年了，虽然退

下来了，但是镇党委聘任我为‘农村党建

小智库’成员，以后我还要为村里发展建

言献策……”近日，南阳市新野县新甸铺

镇杜岗村原党支部书记、镇“农村党建小

智库”成员刘顺舟激动地说。

在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该市

按照动员一批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

的村干部退出竞选，让年轻有为者走上

重要岗位，实现“新老交替”。 为消除离

任村干部“失落感”，做到“人走茶不凉”，

该市出台了离任村干部激励办法，发挥

其余热，让他们继续为村计民生出力献

策。

“通过多种举措，让离任村干部‘人

走茶不凉’，既发挥了他们的余热，又保

持了农村稳定、推进了农村工作，还鼓舞

了大家的干劲。”南阳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吕挺琳说。

从“心”沟通：让离任村干部“离
岗不离心”

该市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心灵沟通，

建立常态联系沟通机制，让离任村干部

“离岗不离心”。

在换届选举启动前，南阳市委组织

部指导各地，组织乡镇党委书记与拟离

任村干部进行“一对一”谈话交流。通过

谈心，充分肯定其在任时的工作成绩，引

导他们认识到村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舒缓心理落差，理顺情绪、平

和离任。

换届选举完成后，由乡镇党委组织

召开离任村干部与新当选的村干部参加

的工作恳谈会，新老干部进行沟通交流，

广征意见建议，消除思想隔阂，增进彼此

团结。截至目前，该市已组织恳谈会

4900余场次，离任村干部结合工作体

会，提出工作建议5020余条。

该市还指导乡镇党委领导班子成员

分片包干，每人联系2至5名离任村干

部，通过到离任村干部家中走访慰问、征

求意见建议、谈心谈话等方式，掌握其思

想动态，了解实际困难，让其感受到组织

的关怀。截至目前，已对全市4000名离

任村干部全部走访一遍。

从“身”关爱：让离任村干部“失
位不失望”

该市出台专门文件，建立专项关爱

基金，注重关怀关爱，让离任村干部“失

位不失望”。

6月3日，南召县石门乡党委召开新

一届村党支部委员座谈暨离任村支部书

记表彰大会，对张成恒等21名离任村党

干部的工作进行了充分肯定，并向他们

颁发了“石门乡突出贡献奖”荣誉证书，

在全乡进行褒奖。

该市及时指导各地对在任期间成绩

突出的离任村干部进行表彰，肯定成绩、

表扬先进，让离任干部“失位不失望”。

该市还研究制定了《离任村干部激

励办法（试行）》，明确对符合享受离退职

村干部生活补贴的离任干部，安排专人

整理材料，及时上报；对在任时贡献突

出、离任后仍能积极发挥作用且生活特

别困难的村干部，▶下转第二版
脱贫攻坚进行时·宝丰篇⑥

宝丰产业扶贫成脱贫致富“梦工厂”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婷柏宣杨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出《关于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深

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各有关单位认真组织好浙江经验的学习

推广工作，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打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一仗。

通知强调，要加快落实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各项措施，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生活

垃圾治理、生活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业

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为重点，制订计划，

明确要求，强化责任监督，确保任务落实。各

省、区、市在出台省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

方案后要抓紧细化三年行动计划。

通知要求，各市县应尽快建立党委或政

府领导牵头的领导机制。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要主动担当，与相关部门一起共同落实好各

项工作任务。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7月9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新乡市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他指出，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工作

的根本之策，要用好金融扶贫政策，切实

抓好产业扶贫，立足实际，突出特色，积

极探索创新产业带贫模式，让贫困群众

早日脱贫奔小康。

封丘县作为我省的国定贫困县，计

划在今年脱贫摘帽。当天下午，武国定

来到该县王村乡小城村，他叮嘱村支书

和第一书记要发扬良好作风，完善思路，

做细工作，为实现年底脱贫摘帽打好基

础。在贫困户郭子朴家中，武国定详细

了解了他家的各项收入状况。当得知老

郭今年年底就能脱贫时，武国定鼓励道，

要增强脱贫信心，靠党的好政策和自身

努力，争取2020年奔小康。

在封丘县应举镇嘉联生态园，负责

人介绍，园区以现代农业产业为基础，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村民不出村实

现村头脱贫。武国定听后欣慰地表示：

“农村脱贫途径很多，关键是开动脑筋、

找准路子。”他指出，要把强县和富民统

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把城

镇和乡村贯通起来，把脱贫攻坚作为一

次机遇，用好扶贫政策，抓好产业扶贫，

大力引进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支柱产

业，以此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加快县域

经济发展。

当天下午，武国定还考察了原阳县

的扶贫攻坚工作。在原阳县水牛稻观光

农业园，负责人介绍，农业园依托原生合

作社发展，以“合作社+基地+农户+品

牌”为模式，打造城市人的一亩三分地，

带动了周围24个村1.5万人增收，114

户贫困户脱贫。武国定鼓励道，这是乡

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具体体现，下一步

要做好金融扶贫工作，善于运用金融扶

贫政策，积极探索户贷户用、入股分红和

组建专业合作社等模式，加快发展产业，

带动农民就业，让贫困群众有稳定可持

续的增收渠道。

武国定在新乡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用好金融扶贫政策
切实抓好产业扶贫

——南阳市多措并举发挥离任村干部余热

打造“永不褪色”的村干部队伍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马国志孙风雷

7月9日，濮阳县郎中乡马白邱村纳博扶贫中心工厂工人正在包装手机耳机。濮阳县因地制宜开展扶贫就业点建设，把服装加工、

电子加工等就业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扶贫工厂建到乡村，让贫困群众家门口就业脱贫。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摄

濮阳县 扶贫工厂带脱贫

今年夏粮入库检验标准增项

每车小麦都要检验呕吐毒素

淮阳龙湖赏荷旅游月精彩启幕

我省高招录取开始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出通知要求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