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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足迹足迹

平顶山湛河区 百余名退伍军人当上基层“带头人”

全省行政村通客车率达97.7%“卫星公社”踏上新征程

庆“八一”送关怀

一个地方，曾经“中央有啥咱有啥”，

设置了农业部、商业部、财经部、公安部、

林牧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军事国防部、文

化部。

一个地方，曾经“三星高照”，连续放

出两颗小麦高产“卫星”和建立人民公社

的“卫星”，被《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

报道，随之在很短时间内有30多万人次

前往参观。

这个地方就是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

民公社，全国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源地。

7月6日，记者走进嵖岈山卫星人民

公社旧址实地探访，透过斑驳的红漆标

语、不失气派的公社办公大楼，仍可依稀

体味出它当年的荣光。

参与筹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旧址

博物馆的退休干部杨良老人深有感触地

说：“从第一个人民公社到嵖岈山温泉小

镇，从‘一大二公’到新型社区，从‘卫星’

上天到温饱有余，嵖岈山见证了国家发展

方方面面的变化。”

苦难“辉煌”警醒世人

周留栓，1945年出生，嵖岈山镇退休

干部，退休后一直热衷于收集人民公社的

相关资料，曾主动担当起了嵖岈山卫星人

民公社旧址的义务管理员。

7月6日，在周留栓家，他向记者展示

了自己收集的资料，从50年前嵖岈山集

体农庄成立，几易其名，到嵖岈山卫星人

民公社终于在历史长河中定格，涵盖了嵖

岈山几十年发展的历程。

周留栓说：“当时一个顺口溜描绘了

‘公社’的美好前景，‘住的是楼上楼下，用

的是电灯电话，使的是洋犁子洋耙，路上

的喇叭会说话，苏联有啥咱有啥’。有的

干部就更进一步通俗地解释说‘共产主义

就是天天喝羊肉汤、吃白面馍，顿顿吃扁

食（饺子）’。”

当年描绘的这些“美好前景”在如今

人们的生活中已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

是人们梦想般遥远的渴望。

为了这个“梦想”能早日实现，公社办

起了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

等。人们集体劳动、集体就餐，家家户户

都不开火做饭，社员们都端着公社的饭

碗，吃出了全国第一个大食堂。

1958年，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放了

中国第一颗“卫星”，轰动了全国。这颗

“卫星”是韩楼村一块二亩九分小麦试验

田当年的亩产达3821斤。直到今天，第

一颗“高产卫星”仍旧还是农业专家们遥

不可及的梦想。

据周留栓回忆，因为虚报粮食产量，国

家下达的征购任务自然多，社员的口粮大

部分都被征购了，粮食越发紧缺了。当时

虽然父母尽着他吃，但肚子还是越来越瘪。

“如今生活好了，大米白面天天有，一

看到有些年轻人不珍惜粮食，就不由想起

自己当年在操场的一角，弄一碗开水把从

家里拿的窝窝头掰碎放进去就是一顿饭

的情景。”周留栓说。

1983年，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

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改名为嵖岈山乡

（现为镇），嵖岈山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梦想家园终成现实

今天，站在韩楼村村北头路东，望着

那块当年曾震动世人的“卫星麦田”，满眼

的玉米等秋作物生机勃勃。

“这块地算是村里的高产田，1982年

分地之前，普通田小麦亩产200多斤，这块

地亩产一般都在300来斤；现在一般年景

小麦亩产都不低于千把斤，好年景亩产一

千四五百斤，最高的时候一亩小麦收过

1700多斤。”年近80岁的村民曹敬林说。

韩楼村70多岁的老会计钟栓是村里

的种田老把式。他告诉记者，生产队的时

候小麦品种也不好，种地只施农家肥，但

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当时队里搞试验田，

做了各种尝试。犁地深耕精耕，播种横

播、竖播、斜播结合，还试图通过多下种来

多打粮食，结果小麦长得密不透风，导致

后期大片倒伏，社员们就下地一点点把小

麦秆搭扶起来，产量可想而知。

“当年的这些做法现在听来很可笑，

但在当时有限的生产条件下，要想高产

确实不易。即使如此，人们仍充满热情

去摸索实现高产的路子，敢闯敢干的热

情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提起往事，钟

栓感叹道。

据钟栓老人回忆，1982年土地承包

到户，大家种田积极性更高了，当年他家

分的12亩地就收获小麦4000余斤，交了

公粮，留够口粮，余粮还卖了二三百块钱。

“当时的二三百块钱可以盖三间瓦房

啊，那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收成。”钟栓

说，“如今的日子更是到了天上，品种优

良，肥料营养齐全，县乡的技术人员指导

到田间地头，正常年景亩产千把斤不成问

题；耕、种、播全程机械化，收了小麦地头

就换成了钱；农业税不用交，种地国家还

给补贴，这是历史上咱老百姓从没有过的

好年景。”

“过去梦想中‘公社’的美好生活如今

不就在身边吗？就看俺村，电动车、汽车、

手机、电脑、空调、电视、洗衣机、冰箱都是

老百姓家里常见常用的物件；天天有肉

吃，顿顿白面馍，现在又开始追求吃粗粮、

健康均衡饮食了。”韩楼村党支部副书记

钟良和带记者参观韩楼村时说。

独特旅游吸引八方来客

进入暑期，嵖岈山景区也迎来了旅游

高峰。谈起为什么来嵖岈山旅游，游客陈

小丫说：“这里有河南最大的郁金香基地，

还有老《西游记》的拍摄取景地啊。”

近几年，嵖岈山镇依托绿水青山、田园

风光、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等大力发展旅游

业，逐步形成了“一山（嵖岈山）、两翼（南翼

综合服务区、北翼温泉小镇）、一轴（嵖岈山

—温泉小镇—人民公社旧址）、三点（凤鸣

谷景点、红石崖景点、龙天沟景点）”的“观

光+休闲+度假+旅居”旅游大盘。

飞跃发展的旅游业，给当地带来了大

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极大地

激活了当地旅游产业链条上的各个行业。

资料显示，2017年，嵖岈山城镇居民

纯收入达16278元，农村居民纯收入达

10320元。该镇先后被命名为全国特色

景观旅游名镇、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河南

省美丽宜居小镇、河南省特色小镇、河南

省经济发达镇等。

嵖岈山镇正以独特的人民公社文化、

绮丽的自然美景、浓郁的田园风光、充满

民俗风情的农家宾馆等魅力吸引着八方

来客。

□本报记者李晓辉黄华通讯员魏冉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7月31日，记者从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学

习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暨半年工

作会议上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省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累计完成242.7 亿

元，占全年目标的51.4%，实现时间过

半、任务过半；全省公路水路累计完成客

运量4.6亿人次、货运量10.3亿吨，完成

旅客周转量344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

2987亿吨公里；省级“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总数达到17个；全省新增125个通客

车行政村，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97.7%。

今年以来，我省农村公路完成投资

55.8 亿元，民生实事新改建农村公路

2740公里。省交通运输厅通过出台一

系列政策，为全省“四好农村路”建设和

交通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政策支撑。为提

升交通运输脱贫质量，全省“村村通客车

2020计划”试点工作启动。

下一步，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快推动

项目落地，确保安阳西北绕城高速、三

淅高速豫晋界至灵宝段、机西高速二期

等项目10月份建成通车，确保472亿

元年度投资计划圆满完成。同时，确保

2018年拟退出的33个贫困县和1800

个贫困村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每

个易地搬迁安置区建成一条通畅的对

外出口路。

7月31日，在渑池县张村镇漏泉村一处丹参种植基地，县农业畜牧局高级农艺师赵

怀清（左三）在给丹参种植户传授丹参的摘蕾技术。近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农民种植丹参，

面积达8600余亩，亩均年纯收入6000余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王一博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
长）7月31日清晨，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河

滨街道郭庄村群众文化广场上，正在锻

炼身体的老党员徐德元说：“选对带头人

就是不一样！”

69岁的徐德元之所以这么说，是因

为郭庄村过去是河滨街道出了名的“乱

村”，村干部一直选不出，村集体事务也

没人管。今年村“两委”换届时，该村党

员、退伍军人郭步云经全村党员表决，当

选该村党支部书记。

郭步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把民

生发展作为重点，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改

善村容村貌，带领群众致富。在他的带

领下，全村安装了路灯，重新架设了自来

水管道，修建群众文化广场，解决困难群

众就业，群众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村里

许多矛盾也无形中得到了化解。

近年来，湛河区在基层村干部进行

换届选举时，鼓励群众口碑好、能干事

创业的退伍军人参与村“两委”换届选

举，让他们当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一大

批退伍军人在群众的支持下脱颖而

出。该区还组织其他行政村的村干部

到退伍军人担任村干部、工作成绩突岀

的村实地参观，听这些村干部作报告，

并号召其他行政村的村干部主动向他

们学习。

“在退伍军人担任村干部的那些村，

群众信服干部，积极配合工作，村风也越

来越好，我们就在全区推广这种做法。”

湛河区民政局局长冉白茹说。据了解，

在今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中，湛河区

68个行政村共有120余名退伍军人进入

村“两委”班子，有23个行政村的村党支

部书记或村主任都是退伍军人。

7月30日，平顶山军分区官兵收到了宝丰县委、县政府送来的慰问品。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宝丰县主要领导带着慰问品先后

来到消防大队、武装部、武警中队、油库中队，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慰问。王双正摄

桐柏

帮扶村突遇水患
退伍兵应急排险

本报讯（通讯员梁国定刘象乾记者

冯刘克）今年夏天，对于新郑市辛店镇王

庄村的谷志彬来说，过去背着葡萄在山路

上“等生意”的日子终于成为过去。自从

村里有了电商服务点，他只要把自家的土

特产登记上，就可以等着生意送上门。

7月25日，记者来到王庄村的电商服

务点，服务点外墙上清楚地写着服务项目

内容，包括农村产品网上代销、网上百货

商品代购、物流快递包裹收发等。服务点

内，一位工作人员正在操作电脑，将村民

的农产品信息放至网上进行代销。

为推动农产品网上销售，新郑市通

过与供销社合作批量采购的方式，在京

东商城成立“京东中国特产·新郑馆”，用

“互联网+”模式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

公里”问题。据统计，京东“618”购物节

至今，新郑馆线上线下推广本土农副产

品，累计销售面粉2万余斤、始祖山农家

土鸡蛋3万枚、农家小红薯2万斤。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董俊峰）一亩地流转给养殖企业种饲

料玉米，一年不仅可以收1000元租金，

在企业打工每月还能挣3000多元工

资。近期，位于伊川县高山镇的湖南村、

坡头村、草场村2100亩“粮改饲”基地的

全株玉米进入收获期。在湖南村，一台3

米多高的“巨无霸”收获机在玉米田里穿

梭，经过收获机的粉碎和工作人员的加

工，这些玉米会成为肉牛的“美味佳肴”。

为落实国家粮改饲的发展要求，洛阳

辰涛牧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高山镇流转土

地，作为粮改饲项目生产基地，配套种植

青贮玉米和牧草；组建饲草种植合作社，

专门从事青贮玉米和牧草的种植、管理、

青贮制作等，促进种养产业融合；安排贫

困户到饲草种植合作社务工，带动当地

337户贫困户入股。该公司总经理史学涛

说，青贮玉米的种植不仅优化了粮改饲种

养模式，降低了肉牛饲养成本，还提高了

玉米种植效益和玉米秸秆的利用率。

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说，实施粮改

饲项目，探索粮改饲种植结构调整和种

养结合产业发展新途径，能够有效实现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土地增效、循环利

用、永续发展的目标。

伊川“粮改饲”促种养双赢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杜福
建 陈康赵峰）“开始以为是来了部队，

一打听是县国土局的退伍兵，浑身湿透

地忙了一天，连口水也没顾上喝！”桐柏

县埠江镇水湖流村五保户尹中德说。

7月28日，桐柏县国土资源局组织

“退伍军人应急救援大队”百余人奔赴

水湖流村开展扶贫工作，队伍到达帮扶

村后，天空突降暴雨，雨水迅速淹没了

村里的路面，扶贫队员们立即转而投身

抢险排涝工作中，靠人力沿着渠道进行

清理。李玉铁在清理时发现，尹中德家

由于地势低，雨水不断涌入，他立即召集

队员帮老人排除水患。看到老人家中

生活艰难，他们又自发地向老人捐款。

据了解，该县国土资源局退伍军人

职工人数占全局职工的68%，党员比例

超过一半，在脱贫攻坚战场上，承担帮

扶任务的同志90%以上都是退伍军人，

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退伍军人敢于

担当、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侯志
超肖颖）近日，在2017年度省委改革办

科技投入机制改革工作评价中，漯河市

因在科技投入、政策落实、项目组织实施

等方面指标均居全省前列，被确定为考

核优秀市，获得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

专项奖励资金400万元。

据悉，漯河市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关于科技工作的安排部署，

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着力打好“科技创新

牌”，持续推进科技奖励、企业研发财政

补助、“科技创新券”等一系列财政投入

方式的创新，逐步支持建立以普惠性后

补助支持方式为主的社会研发投入引导

机制。

在此基础上，漯河市财政局不断加

大科技投入，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高

新技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打造提供政策

和资金保障。其中，安排科技奖励1188

万元，对首次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研

发平台等进行奖励。

此外，漯河市财政局联合有关部门

出台《漯河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管理办法》

和《漯河市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

进一步明晰“科技创新券”的实施操作规

程，正式启用“科技创新券”。目前，全市

共接受企业申领“科技创新券”3488万

元，切实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

漯河获评省科技投入工作优秀市

新郑农产品网上卖得火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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