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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后地村

黄河门前过 枣树种满村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章江丽 樊宁普

开始拦洪，留守的 400 多名村民向南面高
处的枣树林里迁移。1970 年至 1979 年，
“黄河岸边有一个美丽的村庄，村庄 外迁村民陆续返回后地村。
后地村拥有 2000 多亩几百年树龄的
里荡漾着滚滚绿浪，大河奔流日夜歌唱，
最美不过枣花飘香……”一首村歌生动描 古枣林和 1 万多亩的黄河滩涂，改革开放
绘出一个昔日荒凉的移民村几十年来的 前，村民因地制宜，以大枣作为主要的收
巨变。这就是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入来源，外加上利用黄河枯水期滩涂裸
露，村民们在黄河滩上种植一些花生、大
区大王镇后地村。
豆等农作物，勉强糊口。
不平凡的发展历程
在后地村党支部的带领下，他们架线
新中国成立之前，后地村还是一个由 引电，开挖水井，完成了引水上塬抽水工
东滩、中滩、西滩三块黄河滩涂组成的分 程，解决了村民用电用水和部分农田灌溉
散村落，村民们与黄河相依为命，以打鱼 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后，村党支部带领
和种植作物维持生计，喜怒无常的黄河时 村民发展壮大大枣产业，开发引进莲藕种
植产业，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后地
刻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安全。
1953 年，国家决定在黄河三门峡段 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6 年以来，国家落实了移民政策，
修建水坝，后地村被划入淹没区及塌岸
区，纳入了移民对象。1956 年春，后地村 为村民拨付每人每年 600 元的移民后期
第一批 200 余名村民响应政府号召，迁往 补助资金，连续发放 20 年，为后地村的发
甘肃省敦煌县。1960 年春，三门峡大坝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0年，
后地村通过土地流转、租赁、
9 月初，记者来到后地村采访，进到后
承包等多种形式，
引进和组建了10余个公 地村就仿佛走进了枣树林中，500 多户村
司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涵盖种植、养殖、餐 民，家家住房美观大方。村北 1 万多亩的
饮、旅游观光等多个领域，年产值近 9000 枣树林一望无际，
一派丰收景象。
万元，
走上了多产业、
高效益的发展轨道。
为保护这些几百年树龄的珍贵枣树，
村民修建住宅和道路规划时刻意避开了
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这些枣树。记者看到，村道并不规则，反
生活富裕后，后地村人深深地体会 而给人一种曲径通幽的感觉。
到，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他们取之
“我们将在做好大枣产业的同时，继
不竭的宝藏。他们把建设生态家园和创 续发展壮大生态种植和生态养殖产业，发
建“美丽乡村”融为一体，把保护环境与发 展生态经济，建设生态家园。”后地村党支
展旅游相结合，打造既有历史文明，又有 部书记樊国正告诉记者，
“依托独特的地
现代农耕文化的美丽乡村。
理位置，绝佳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旅游
“美丽乡村”活动创建以来，村里修建 业及相关服务产业。让游客在后地村春
了完善的文化娱乐设施，组建了业余剧团 季踏青，夏赏荷花，秋品红枣，冬观白天
和社火队，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对外 鹅，全力打造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
展示着后地村独具特色的枣乡文化。
好、人文和谐的美丽乡村。”

走转改

——移民村巡礼

郑州市高新区

职业技能竞赛
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赵翔宇 记者冯刘
克）近日，郑州高新区 2018 年职业技能竞
赛顺利完成各项赛事，圆满落下帷幕。此
次竞赛由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旨在进一步
完善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促进辖区群众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就
业。
本次竞赛共设置叉车司机、焊工、3D
打印技术三个技能工种，来自辖区 25 家
企业、5 个办事处的 116 名选手报名参赛，
经过理论知识笔试和实际操作考核两个
环节，最终成功评选出各工种赛事一等奖
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五
名，其中来自格力电器(郑州)有限公司的
石开运荣获叉车司机一等奖，来自河南九
冶建设有限公司的王会军荣获焊工一等
奖，来自河南德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
王家杰荣获 3D 打印技术一等奖。

新郑市

发展教育事业
做好民生答卷
本报讯 （通讯员梁国定 记者冯刘
克）近年来，新郑市党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教育事业发展，坚持办人民满意教育目
标，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千方百计加
大投入，全力改善办学条件，努力提升教
育质量，全市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据了解，新郑市 2016 年、2017 年累
计投入 4.5 亿元，新建、改扩建 20 所学校，
新增学位 2 万余个；2018 年投资 16 亿元，
新建、改扩建学校 37 所，目前 37 所学校建
设正在紧张施工，有序推进，预计到 2019
年秋季开学新增学位 3 万余个；2019 年计
划投资 21 亿元，新建 25 所、改扩建 26 所
共计 51 所学校，预计新增 5 万余个学位，
全力缓解教育资源紧缺、学位不足、择校
热等突出问题。
随着该市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普
通高中均分生源和教师资源，
“版画教育”
“科普教育”
“童话教育”
“自主教育”等特
色教育成果凸显，初步形成了“一校一品、
一校一特色”的良好局面，教育教学经验
在全省乃至全国推广。招引入驻中原工
学院、河南工程学院等大中专院校 19 所，
新郑市成为全省拥有大中专院校数量最
多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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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县

扫黑除恶宣传深入人心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黄
守胜 张瑞方）
“现在大喇叭每天都播
放扫黑除恶知识，不管在家里还是田
间地头都能听到广播声。”9 月 12 日，
范县颜村铺乡东于庄村一位村民说。
为加大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线
索举报方式等内容的宣传力度，范县
充分利用“村村响”大喇叭，借助全县
12 个乡镇 574 个行政村的广播室，高

频率播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要内
容，让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在田间地
头、房前屋后就能了解国家政策和部
署。
“通过‘村村响’大喇叭的大力宣
传，村民们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
意识提高了，参与检举揭发黑恶势力
犯罪的线索也多了。”颜村铺乡派出所
工作人员说。

汝阳县

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
本报讯 （通讯员吴亚格 刘照璞
记者黄红立）近日，汝阳县公安局组织
民警押解王某某涉恶犯罪团伙主要成
员公开辨认作案犯罪现场。
今年 7 月，汝阳县公安局接到受
害群众举报，汝阳县林业局下属单位
职工王某某、董某某、孟某某和无业游
民丁某某 4 人，自称是城关镇洪涧村
黄龙潭水库的管理人员，对前往该水
库拍摄夜景、垂钓的人员以“偷鱼”为
由，进行殴打、辱骂、恐吓、敲诈勒索，
犯罪行为特别猖獗。此外，王某某、董
某某、孟某某以为他人讨债为由，采取

尾随、恐吓、辱骂、蹲坐办公室等手段，
实施“软暴力”犯罪，致使受害人杨某
某不能正常工作、生活。
汝阳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迅速
成立专案组，对该团伙案件开展侦办
工作。经过民警认真调查、取证，发现
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董某某、孟某某和
丁某某 4 人涉嫌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犯罪，作案 10 起。时机成熟后，民警
开 始 收 网 行 动 ，很 快 将 4 人 抓 捕 归
案。经汝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犯罪
嫌疑人王某某、董某某、孟某某、丁某
某 4 人被依法逮捕。

扫黑恶 保平安
鄢陵县

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

兰考 开展单位清查 做好经济普查
9 月 11 日，兰考县桐乡街道办事处的普查员在对辖区商户进行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9 月 5 日起，我省第四次全国
经济普查“地毯式”单位清查工作全面展开。目前，兰考县已组织 45 名普查指导员、329 名普查员、442 名辅调员在全县 1013 个普查
小区有序推进单位清查各项工作。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良 摄

夏邑县“我陪家人看扶贫”
获好评
本报讯 （通讯员刘守良 周明欣 记
者李燕）9 月 12 日，记者从夏邑县扶贫办
获悉，7 月 17 日起，夏邑县在全县科级以
上干部中开展“我陪家人看扶贫”活动，
他们携家带口“结穷亲”，满怀深情去访
贫，在全县上下引起强烈反响。
8 月 12 日，县委书记梁万涛带着家
人，到太平镇帮扶村张玉庄、欧楼等村贫
困户家中进行“我陪家人看扶贫”慰问
活动。贫困户杨绪华一家两口人，家里

土地流转后，他在镇里河南省景林农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务 工 ，2015 年 脱 了 贫 。
梁万涛和家人同他拉家常、谈发展，了
解他家今年的生产生活情况，鼓励杨绪
华坚定致富信心，依靠勤劳让日子过得
更好。
连日来，夏邑县在科级以上干部中开
展“我陪家人看扶贫”活动，走访对象以自
己所帮扶的贫困户为重点，也可到因学致
贫、因病致贫等特别困难的其他贫困户家

中走访慰问；每位干部要让家人与贫困户
零距离接触，了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居住
环境、生活状况，做好连心饭，打扫好家庭
卫生，宣传好扶贫政策；走访户数 5 户以
上，活动结束每人要撰写 500 字心得体会
一篇，
留存图片或影像资料存档备查。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500 余名科级
以上干部，陪同家人走访看望了 1620 户
贫困户，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2200 件，捐
助钱物合计 37.8 万元。

商丘市冯桥镇 闲置土地又生金
本报讯 （通讯员侯博 邵群峰 记者
李燕）
“今年，我闲置的旧宅基地复耕后，
又流转了常年外出打工的几户邻居复耕
的土地，种了十多亩冬瓜，亩产 3 万斤，1
斤 3 毛多钱，一亩地就卖了 9000 块钱。”9
月 12 日，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李楼村“科
技能手”李海涛说。
今年以来，冯桥镇积极落实土地复
耕政策，拆除闲置住房、宅基地，砍伐残
次林，按照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原则，

全部整理成标准化农田。引导科技能 土地利用有着清晰、完善的工作思路，
人、种植能手参与土地流转，将复耕后的 “通过在李楼村做试点，就效果来看，增
小地块通过流转变成“高产田”
“ 科技示 加了农民收入，受到了群众拥护。”
范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了农民
据了解，该镇经过认真调研，计划利
收入，昔日杂草丛生闲置多年的废弃旧 用复耕土地大力发展特色、订单农业，鼓
宅变成了一块块平整肥沃的良田。
励科技示范户、种植能手积极流转村内复
“复耕后土地在家门口，不仅管理方 耕后的耕地，确立了特色经济产业与观赏
便，而且长期闲置的土地肥沃，富含腐殖 性特色农业并行推进的工作思路，如发展
物 和 钾 元 素 ，管 理 得 当 就 是 难 得 的 良 菊花、食用玫瑰等产业，不仅能提高农民
田。”冯桥镇党委书记高新建对复耕后的 收入，
更能美化和改善村内生态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郑法魁 韩丹 潘莹 术特长，分别设教育教学、医疗卫生、农
记者宋广军）
“兄弟，你可来了，今年的小 业技术等 8 个服务团。每团全年集中服
麦要不是有你，得全叫虫给吃了。”近日， 务至少 4 次，时间不少于 30 天。
鄢陵县农业技术服务团的专家刚来到马
按照“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开
坊镇的地头，一位农民便拉住专家的手。 展“农林牧技术指导”
“ 法律知识宣讲”
今年以来，鄢陵县从百姓关心、企业 “惠企政策宣传”等系列活动，组织农林
关注、农民需求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凝聚 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法律、惠企专家带团
专家智慧、服务基层发展，充分发挥现有 入企入户送“药方”。
专家作用，促进人才资源向基层流动，引
“‘专家人才基层行’活动，是积极
导各类人才创业创新创优。
开展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主要
4 月 26 日，该县启动“鄢陵县专家人 抓手，既充分利用我县现有的人才资
才基层行”
活动。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县 源，集聚了乡村发展合力，又激活了乡
教科局、县卫计委、县农业局等单位具体 村振兴活力。”鄢陵县委常委、副县长韩
实施，有关单位协同配合。根据专业技 宏涛说。

临颍县供电公司

用
“文明之光”
点亮万家灯火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俎兆
杰 翟晓陆 张伟）近日，记者从漯河市临
颍县供电公司获悉，近年来，该公司把
加强员工思想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广
大员工在推进企业发展、维护和谐稳
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自觉性和主
动性，连续 26 年保持省级文明单位荣
誉。
据了解，该公司利用文化长廊、宣传
展板、微信微博等载体，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新《漯河市民文明公约》等内容
进行集中宣传，调动员工参与文明单位

创建活动的积极性。同时，全年以开展
文明部室、文明员工、诚信服务标兵等评
比活动为主线，提升全体员工的文明素
养。
通过诚信讲座、表彰“诚信服务标
兵”等活动，推动诚信企业建设，全力规
范服务管理。近五年，新建 110 千伏变
电站 1 座，新增容 110 千伏变电站 2 座，
新建 35 千伏变电站 2 座，更换 35 千伏变
电站高耗能主变 7 台。累计投资 4514
万元开展三个阶段的低电压专项治理工
作。

濮阳县

秸秆青贮变废为宝

商城县 张永言的养龟致富经
□本报记者 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 通讯员 刘长河

摸索龟鳖养殖经验。
2013 年，他开始进行小规模养殖。
2015 年取得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殖许可
9 月 10 日，记者来到商城县鲇鱼山乡 证，同年，成立商城县乾元龟鳖种养殖专
街道办事处鲇鱼山村乾元龟鳖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至今，先后共投入
业合作社，看到合作社负责人张永言正往 1000 多万元，建成 43 个龟池、14 间育苗
龟池洒龟粮。看着一只只乌龟密密麻麻 保温室，主要养殖黄缘闭壳龟、黄喉水龟
挤满了水池，张永言喜笑颜开。
和大头草龟。直到 2017 年取得省颁发的
张永言曾经在外务工多年，也积累了 野生水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后，才开始
一定的资金，一次偶然的机会，听朋友说 销售成品龟鳖和龟鳖苗，主要销往两广、
龟鳖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极高，养龟利 江浙沪等地。
润大，市场前景广阔。他先后到两广地区
张永言养殖龟鳖赚钱后，不忘带动乡
养殖场进行参观考察，并不断学习钻研， 邻一起致富，
通过实施产业带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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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鲇鱼山、匡店等村 55 户贫困户，年均
分红 500 元，4 户年均分红 3000 元，聘用 8
个固定工人，
负责养殖技术和市场营销，
每
人每月近 1 万元，优先雇用贫困户为临时
杂工，
每人每天可得务工费150元。
“有空时来这干一些洗池、换水等简
单的工作，活不重，每天只需干 8 个小时，
谢谢永言对我家的照顾。”代万芝说。
代万芝家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家有 6
口人，婆婆年事已高，无劳动力，丈夫因病
去世，几年前孙女发一次高烧，由于用药
过量，得了脑炎，医药费已花去 30 余万
元，孙子才 2 岁，儿媳只能照顾两个小孩，

全家主要收入仅靠儿子一人在外务工，生
活很是拮据。自从她在乾元龟鳖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务工后，家庭经济状况得到了
很大改善。
“以前在外时，脑海里时常浮现家乡
乡亲们熟悉的面孔和憨厚的笑容，也总想
着能为乡亲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现在
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张永言说，他打算
把养殖基地的面积再扩大 100 亩，引进更
多的品种，建立龟鳖养殖观光旅游休闲基
地，带动周边的一些父老乡亲加入养殖行
列，帮助他们尽快实现脱贫致富，过上更
好的生活。

9 月 12 日，濮阳县徐镇镇马吉村田间养殖户用大型机械将玉米秸秆粉碎成青贮饲
料。濮阳县大力推广了玉米秸秆青贮技术，将玉米秸秆连同玉米穗一起粉碎加工成青贮
饲料，不仅解决养殖户的饲料储备问题，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减少了因焚烧秸秆造成的环
境污染。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赵少辉 李德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