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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强调
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写在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本报评论员 王东亮 张豪

导读

转眼已是 2018 年的金秋。随着乡村
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中原乡村一场巨变
悄然发生：资金、人力、技术开始向农村流
动，农业转型升级开始提速，农村各项改
革稳步推进，脱贫攻坚取得新进展，农村
环境整治让农村变得更美、更宜居……
然而乡村振兴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大意义，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
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行动。
放眼全球，欧美的现代农场，日韩的
特色村镇，乡村发展特点各异，但由于国
情农情的差别，我们模仿不了，也照搬不
来。没有完整的模式可鉴，没有现成的路
径可走，我们必须闯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时刻想着让小农户与之有机衔接。构建产 资本投向农村。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全国两会期间，习 业体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要尽可能让
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做
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产业、人才、文 广大农民群众参与进来。搞一二三产融 好土地流转工作，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
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系统推进。这 合，
特别是农旅融合的新业态，
要以老乡为 革”
“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
让乡村振兴路径更清晰，重点更突出，方 主，
鼓励老板带老乡，
让乡亲们自发地修葺 “田园综合体”等新型经营主体，遵循乡村
向更明确。
闲置的房子，种上果蔬和鲜花，办起农家 发展规律，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要坚
未来的中国农村，
现代化逐步实现，
农 乐，
接待城里人，
让千家万户追求幸福的内 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
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各项待遇令人 生动力变成乡村振兴的巨大合力。
要以产业为基础，以共享为核心壮大集体
羡慕，
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环境整治成效
乡村振兴要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经济，实现农民的共同富裕。
显著，
乡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懂农业才能有担
农业大省河南，
有着过亿人口且农耕文
要把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需要 当，爱农村才能守初心，爱农民才能付真 明积淀深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非凡。
付出艰辛努力！需要全党全社会撸起袖 情。要加强“三农”工作队伍的培养、配
我们一定要动员全省上下以新担当展
子加油干。
备、管理、使用，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 现新作为，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
乡 村 振 兴 要 靠 领 头 带 队 的 五 级 书 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 高质量，
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
记。党委、政府一把手是乡村振兴第一责 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让“三农”工作者在 奋斗目标。一定要抓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任人，要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来 农村广阔天地里淬火磨炼、快速成长。
这一破解
“三农”
困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抓“三农”工作。五级书记抓振兴，人人都
各地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充 大历史机遇，
坚定扛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用
是领头人，既要真抓善抓，还要带着队伍 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努力加大财政对 广大干部群众每一个人的出彩，
汇聚成中原
干、督促一起干。基层党组织是奋斗在乡 “三农”的投入力度，形成财政投入“三农” 大地的更加出彩，
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
村振兴一线的
“突击队”
，
要有能打硬仗、
善 的激励机制，吸引和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 成效，
书写新时代的新华章！
打胜仗的本领，
个个争当精兵，
争立战功。
乡村振兴要靠农民群众。农民群众
最清楚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乡村，最憧憬
▶▶详见今日二版
尽快建成那样的乡村。发展现代农业，要

乡村振兴开局年 河南脚步铿锵

叶县 58 万元
重奖美丽乡村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洁）
“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整治村容村貌，
把乡
村打扮得更加亮丽。”10 月 9 日，在叶县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观摩点评会上，九龙街道
负责人获得10万元奖金后说。
为进一步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该县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观摩。
他们分两组对全县 18 个乡（镇、街道）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观摩评比，采
取现场打分的形式，按照村容村貌是否整
洁、公益岗位保洁人员是否尽职尽责等
10 项标准进行考核。
经过观摩评比，九龙街道、盐都街道
获得一等奖，分别获奖金 10 万元，另有两
个乡（镇、街道）获二等奖、两个乡（镇、街
道）获三等奖，分别获奖金 8 万元和 5 万
元。此外，孟南、柴巴等 6 个村获得“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先进村”的称号，分别获奖
金两万元。
据悉，该县今后将每两个月观摩一
次，现场打分现场重奖，采取示范带动的
方式，助推全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不
断升级。

先谋后动 磨刀不误砍柴工
今年 3 月，安阳市委副书记、市委统
战部部长徐家平带队赴山东省淄博市，参
观学习淄博市农村厕所革命建设情况和
厕所垃圾处理模式。回来后，安阳市委农
办编辑了一本《赴山东省淄博市参观考察
资料汇编》，介绍了淄博市推进农村厕所
革命中以点带面、统筹推进，多部门整体

返乡女大学生赵昭的山乡牧歌
扎着马尾，不施粉黛，年轻的赵 黄牛享誉全球，但是市面上的肉制品
昭脸上显露着新时代职业农民的自信 较少。经过深入的市场调查，她认定，
与从容。曾经的女大学生，返乡创业 和价格昂贵的神户黑牛处在相同纬度
10 年间，用火热的青春在农村唱响一 带上的南阳黄牛，前途光明。
曲山乡牧歌。
建牛舍、购牛犊，一开始赵昭养
“没技术，没资金，当初只带着一 了四五十头牛。没有饲养经验的她买
颗不怕输的心就回乡创业了。”赵昭谈 来大量与养牛有关的书籍，夜以继日
吐质朴，却藏着一股韧劲儿。2008 “加油充电”。不了解养殖和疾病防治
年，24 岁的赵昭毅然放弃在郑州的白 知识，她向当地养殖户讨教、在网络上
领工作，选择回到南召县太山庙乡冯 与专家远程交流。几十头牛一天要消
庄村创业。
耗千余斤饲料，饲料从卸车、运到牛
村子里很多人不解，好不容易读 棚，赵昭和雇来的人一起肩扛背驮。
书飞出了大山，为啥又跑回穷山沟做
冯庄村有养牛的传统，村里散养
“牛倌”呢？赵昭有自己的想法。在外 户养的牛病了，赵昭把药免费送给村
面工作后每次回家都发现，曾经有着 民。她还将自己请专家为南阳黄牛研
美好记忆的农村日渐衰败，她就想能 配的饲料以成本价提供给村民。随着
为家乡做点什么。其中，家乡南阳的 饲养场慢慢步入正轨，▶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田明）10 月 10 日，河
南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长甲基
金”国医帮扶工程正式启动，将通过开展
贫困大学生助学项目、贫困县基层医务
人员培训项目等，促进基层中医药医疗
服务能力提升。
据悉，国医帮扶工程是由河南中医
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长甲基金”发起
的教育和健康扶贫公益项目，国医帮扶
工程将通过资助在校贫困大学生、对贫
困县基层医务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向贫
困县基层医疗机构捐助仪器设备、针对
贫困县群众开展专家义诊和健康宣教

灵宝 柿子压弯枝头
10 月 9 日，灵宝市城关镇果农在采摘柿子。该镇牛庄村 300 多亩胭脂红柿子喜获丰收，柿子压弯枝头，呈现一派丰收的田园美
景。屈艺鸣 摄

联动，财政投入支持，厕具生产供应本地
化等经验，为安阳市各县（市）区结合本地
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提供了
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范本。
4 月，安阳市成立了由市领导牵头的
乡村振兴战略厕所革命专项领导小组，出
台了《安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实施
方案》，随后，各县（市）区也制订了相关方
案，一场改变农民家庭卫生的厕所革命拉
开了序幕。
安阳市委农办主任路曙光说：
“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
厕所革命必不可少，
这是基

等，促进基层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贫困大学生助学项目将对河南中医
药大学 150 名符合条件的 2018 级新生
补助全部学费、住宿费。贫困县基层医
务人员培训项目，将在今年选取 6 个河
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其乡镇基
层医护人员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培
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贫困县
医疗精准扶贫项目，将在今年对 6 个河
南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按照每个贫困
县 20 万元的标准，为其所辖乡镇卫生院
购置部分中医诊疗和康复设备，并组织
中医药专家为当地基层群众义诊。

开封菊花文化节 10 月 18 日开幕

——安阳市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纪实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习
近平总书记要求把厕所革命作为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
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厕所革
命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如何
推进厕所革命，破解这个“短板”，安阳市
厕所革命的实践给出了答案。

开栏的话：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
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数千年来，古老厚重的中
原大地孕育了无数仁人志士，在伟大民族精神的引领下，沉淀形成了包容宽
厚、大气淳朴，艰苦奋斗、负重前行，敢闯新路、奋勇争先的禀赋气质，在新时代
汇聚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磅礴力量。
今日起，本报开设专栏，集中推出一批稿件，讲述一个个闪耀民族精神的
动人故事，激励我们坚定“四个自信”，更加奋发有为，努力创造出无愧于历史、
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国医帮扶工程启动

一场有温度的民生实践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侯明 杨振坤

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出彩力量

本的民生问题，也是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
一个文明窗口。我市厕所革命的目标任务
是，通过三年努力，到 2020 年，基本完成
94 万户改厕任务。2018 年，通过试点先
行、示范带动完成改厕总任务的30%。
”

星火燎原 点点滴滴的变化
汤阴县是安阳市厕所革命动手比较
早的县。汤阴县副县长闫景军介绍，为破
解厕改资金紧张难题，今年 1 月，他和县
长贾晓军一起到国开行河南分行对接沟
通，成为今年该行在河南唯一一个厕所革

命资金投放试点县，三年内，汤阴县将获
得 10 亿元厕所革命专项贷款。
10 月 8 日，记者在汤阴县韩庄镇李家
湾村街头文化墙上看到，一幅近百米的宣
传画内容全是宣传厕所革命的。该村党
支部书记刁金平说：
“经过发动动员，全村
241 户人家，目前已经基本完成改厕。”
李家湾村从 4 月 25 日开始改厕，村
民既可以自己改厕，也可以由村里的施工
队帮助改，洁具统一配送，每改一处，上级
补助改厕资金 1000 元，完成后，村里统一
验收。▶下转第二版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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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伦峰）10月10日上
本届菊花文化节，开封全市布展菊
午，
记者从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节新 花 279 万盆，其中主（分）会场 190 万盆，
闻发布会获悉，
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 社会大环境 89 万盆，融入了宋文化、
“五
节将于10月18日开幕，
11月18日闭幕，
历 城联创”、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小企业
时1个月。本届菊花文化节以
“菊韵开封 发展大会、中国杂技“金菊奖”等元素。
城，
花开中国梦”
为主题，
以
“放眼世界主导
本届菊花文化节将举办一系列与
节会、
高端元素叠加文化、
节会经济产业拉 “菊”有关的文化活动，如第十届中国杂
动、综合布局协调统一”
为宗旨，
突出国际 技“金菊奖”全国滑稽比赛暨开封首届国
性、文化性、群众性、市场性，
坚持节俭、务 际幽默艺术周、第七届国际菊花精品展、
实、
精彩、
安全，
持续提升菊花文化节内涵。 2018 中华菊王争霸赛等活动。

荥阳重拳清理整治
“大棚房”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任学
军）在农业园区建个大棚，接上“水电路”
就能改成住宅对外出售。对此，
荥阳坚决
说
“不”
。近期，
荥阳对这种占用耕地、
直接
在耕地上违法违规建设非农设施，
在农业
大棚内违法违规占用耕地建设商品住宅
等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并对排查出的29家
“大棚房”
企业重拳出击，
铁腕整治。截至
10月9日，
已清理整治9736平方米。
荥阳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大棚
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坚持边排
查边整改，荥阳问题大棚目前已整改到
位 135 个，问题“耳房”已整改到位 570
个。荥阳市副市长海鸥说：
“从 10 月 12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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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11 月 30 日，我们将进入集中整治
阶段，集中开展问题查处、整治整改和问
责追责。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进入
建章立制阶段，完善政策规定，规范监管
机制，建立问题巡查台账，对设施类型、
建设规模、作物种类、项目来源等逐一建
档立卡，促进设施农业健康发展。”
为确保“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整治
行动取得实效，荥阳将此项工作纳入市
委、市政府大督查范畴，对问题严重、整
改不到位的以及弄虚作假、整治工作推
进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市农委、国土、
城建等部门抽调专人组成三个督导组对
此项工作进行专项督查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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