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8日，上蔡县大路李乡陈桥村的食用菌大棚内，贫困户正在采摘成熟的香菇。近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食用菌扶贫产业，通过

技术培训、就近务工、电子商务、入股分红等多种渠道促进当地贫困户增收脱贫。通讯员韩红蕾宋永亮本报记者黄华摄

2018年，乡村振兴开局之年，河南立

足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大省实际，狠抓落

实，强力推进，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工作机

制更加健全，重点任务进展顺利，试点工

作有序推进，开局良好，脚步铿锵。

农业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

秋收时节，罗山县华实园家庭农场的

花生田里，花生长势喜人。相对贫瘠的岗

坡地，却种出了高产优质的花生，合作社

负责人陈光明从前来测产的专家那里得

知，今年合作社的600亩花生，平均亩产

达418公斤。优质高油的花生品种深受

市场青睐，收入颇丰。

从要产量到要质量，采用优质品种，

使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围绕“优”字做文

章，与我省众多农民一样，陈光明从优质

农产品生产中得到更高的收益，这正是我

省加快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振兴农村产业

的一个缩影。

今年，我省进一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

品业转型升级。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

提升，截至目前，累计建成高标准粮田

6042万亩，粮食产能稳定在1200亿斤以

上。

在稳定粮食产能的基础上，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深入推进“四

优四化”，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

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优质林

果，统筹推进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

产标准化、发展产业化。今年夏收，优质

小麦收获面积达到840万亩，秋播计划发

展40个试点县，面积增加到1200万亩；

发展优质花生面积发展到2200万亩，全

省花生种植面积30万亩以上的县达14

个；2018年上半年，新增优质肉牛12万

头，新增优质生鲜乳9.1万吨；优质林果今

年上半年新发展33万亩左右，累计面积

达到1292万亩。

激发农业农村活力

从去年9月开始，有序推进的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让新县乡村焕发无穷生

机和活力。“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界

定和清产核资两项基础工作做细做实，接

着推动‘三权分置’，逐步实现经营权（使

用权）流转、交易和抵押担保，形成‘村组

建股、资产入股、产业设股、农民持股’的

股份合作机制，最终实现乡村振兴的发展

目标，”按照这个思路，从先行先试到全面

推开，深化改革，为新县农业农村发展不

断注入“活水”。

新县朴店村党支部书记胡传亮介绍，

村里在建的茶油加工厂及建筑公司都属

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流转土地种蟠桃、

猕猴桃、桑树的专业合作社是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下属的经济实体，它们今年为村集

体带来的收益预计在80万元左右。

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从而激发农

村活力。全省各地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源，聚焦群众关心的

难点热点问题，着力破解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全省5543个行政村完成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农村土地流转3868万亩、占家

庭承包耕地面积的36%，托管面积2500

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3%。农地

农房“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全省11个试

点县累计发放贷款金额16.7亿元。推广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卢氏县金融扶贫模

式经验，抓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我省全

面建立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防控、产

业支撑“四大”体系，加强信贷规范管理，

扩大资金使用规模。

乡村生活变得更美好

从臭气熏天的旱厕到干净整洁的水

冲式厕所，永城市肖楼村村民肖红专高兴

不已，“泥土路不见踪影，连厕所都这么干

净，俺村越来越漂亮了”。

厕所虽小，却连着大民生，关系大文

明。永城市2015年启动的“厕所革命”，

逐步从景区、城区扩展到农村，探索总结

出了“永城实践”。纵观全省，54.7%的行

政村生活垃圾得到集中处理，农村无害化

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7.11%，今年底达

到60%以上。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我省将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乡村振兴的“第

一仗”来打。全省已建设8440座污水处

理厂，村庄污水实现集中处理。目前，无

害化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57.1%，今年底

达到 60%以上，到 2020 年达到 85%以

上。

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持续改

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的同时，乡村

治理持续加强，乡村文明持续提升，农村

陋习治理进展顺利。各地开展的好媳妇、

好婆婆评选，使孝老爱幼蔚然成风，大批

“河南好人”的出现，让“老家河南”在全国

各地成为一个温暖的名词。大批成功人

士为家乡公益事业捐资出力，无数农村基

层党员干部带头义务清洁环境，积极健康

的文化活动点亮乡村舞台……在辽阔的

中原大地，乡村变得更洁净、更美丽、更宜

居，乡村生活变得更富有吸引力、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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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冬安
乔彬 梁浩杰 邓淑尧）10月9日，在新野县

城郊乡“星光天地”的扶贫车间里，39岁的

黄丽和同事们正在赶制一批尼龙扎带。

“我在这里每个月可以挣2000多元。”她

告诉记者，因丈夫体弱多病需要照顾，两

个孩子都在上学，无法外出务工的她格外

珍惜这份家门口的工作。

自去年来，城郊乡以特色产业为支撑，

积极创办“扶贫车间”，实现群众增收、企业

增效、脱贫提速。在以往，大部分村民离开

家乡，南下北上务工，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

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资金、技术、人脉和

经验后返乡创业，逐步形成“人回乡、钱回

流、企回迁”的态势。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城郊乡不

断挖掘丰富“扶贫车间”内涵，为优秀返乡

人才打造就业创业新平台，向贫困群众提

供技术培训和专家指导，把“扶贫车间”扩

展到多个行业，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创新规

范农村合作社、家庭作坊、小型加工厂等运

作模式，做到“宜工则工、宜养则养、宜种则

种”，帮助百余名贫困群众打开了脱贫致富

新门路。

10月3日，在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西水头村软籽石榴基地，果农建锁

慈正在采摘石榴。目前，该村已发展软籽石榴600余亩，为该镇“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

奠定了基础。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彭红勇摄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 马淑文）9月30日，卢氏县委常委会

议听取、研究乡（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实施意见，正式启动乡（镇）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

卢氏县承担了全市乡（镇）监察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县纪委监委经过深

入调查研究，紧紧围绕中央推开改革

试点方案和省、市要求，本着“推动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有效向基层延伸，真

正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

体系，实现对基层所有行使公权力的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的目标，积极推

进改革。

本次改革，卢氏县监察委员会向各

乡（镇）派出监察室，监察室与乡（镇）纪

委合署办公，监察室设主任、副主任各一

名，乡（镇）纪委书记任主任，纪委副书记

任副主任。县监察委员会按片向村（居

委会）派出监察专员，监察专员由乡（镇）

纪委委员担任，每个乡（镇）监察专员数

量不少于3名。明确乡（镇）监察室是县

监察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在县监察委员

会领导下履行职责，对县监察委员会负

责；县监察委员会授权乡（镇）监察室负

责管理监察专员。

卢氏县将逐步建立乡（镇）监察室和

监察专员日常管理制度、述职制度、考核

制度等工作制度，并在改革中提高政治

站位、科学统筹规划、全面保障实施，以

确保乡（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于

11月15日之前完成。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邢博）

10月8日，灵宝市故县镇举行首届“最美

故县人”表彰大会，140名“最美故县人”

受到隆重表彰。

今年以来，全镇组织开展了“最美故

县人”系列推荐评选活动，通过层层推

荐、严格审核、张榜公示，共评出席文学

等十大乡贤、十佳好婆婆、十佳好媳妇、

十大孝子、十佳文明家庭、十佳脱贫励志

模范户、十佳最美庭院示范户等140名

“最美故县人”。

本次表彰的先进典型，有吃苦耐劳，

乐于奉献的乡贤人物；有任劳任怨，孝敬

父母的好媳妇、大孝子；有团结邻里，和

睦共处的最美家庭；有自强不息，勤劳致

富的模范脱贫户；有环境优美，卫生整洁

的最美庭院示范户。在这些普通人身

上，他们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

和豪言壮举，但在平凡中体现着不凡的

价值,小善中蕴含着巨大的道德正能量。

通过此次表彰“最美故县人”，进一

步激发了全镇广大干部群众学先进、做

楷模的热潮，人人从现在做起,从眼前做

起,从小事做起, 倡树文明新风尚，弘扬

社会正能量，让榜样的力量转化为推动

美丽故县发展的生动实践，让“最美精

神”绽放故县，遍地开花，促进故县镇精

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牛明远
曹菲菲）10月8日，舞钢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监察室刘东丽和同事们一起来到

垭口铁梅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回访该局执

法人员的执法情况。该公司经理马云飞

说：“局里的执法人员经常来检查，不但没

有吃拿卡要等情况，相反还时有帮忙。”

“像这样的电话回访，我们每周都要

随机抽查几十家。以了解我们的执法人

员有无懒政怠政、吃拿卡要等腐败现

象。”该局负责纪检工作的副局长吴军红

告诉记者。

据舞钢市纪委副书记郭继东介绍，

食品药品安全关乎民生的大事，为解决

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今年下半年，市纪

委要求舞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

“舌尖安全”专项治理，并由纪委相关科

室负责督查。

为此专门制订了治理方案，成立了

食品药品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方案中明确了一把

手负总责，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分管领导

对分管基层所和科室负责，基层所和科

室负责人对各自人员负责，做到分工明

确，责任到人。

至目前，该局对全市8000余个监管

对象完成对食品生产、药品医疗器械监

管经营企业日常监管；查处食品药品违

法案件82起，有力保证了全市群众饮食

用药安全。

今年，我省确定了20个乡村振兴示范县（市）、162个示范乡
（镇）,以点带面推动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今年全省支持乡村振兴财政资金总规模1299.4亿元，利用金融

资金806.23亿元。

全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9000多万人次，营业收

入440亿元。

截至7月底，全省扶贫小额信贷历年贷款量达到426.03亿元，

居全国第3位；今年新增贷款141.26亿元，居全国第1位。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开局年 河南脚步铿锵
□本报记者林常艳董豪杰

舞钢市

纪检监察下沉 确保“舌尖安全”

卢氏县

乡镇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启动

灵宝市故县镇

表彰“最美故县人”

一场有温度的民生实践
◀上接第一版李家湾村离县城仅4公里，

村民李金芳的孙女、孙子随父母在汤阴县

城居住，过去暑假里，这两个10来岁的孩

子从来不愿意回奶奶家住，嫌厕所太脏。

今年改厕后，两个孩子开心地回奶奶家住

了，原因就是家里有了坐便，没有了蚊蝇，

没有了气味。

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是一个有着98

户人家的美丽村庄，发展旅游有潜力，但

农户家里的旱厕与村里的美景很不协

调。村委会主任于万录说，去年3月份，

他们村就开始改厕，改厕后变化明显，村

里在外地退休的老人，愿意回家住了。于

万录的儿子在北京工作，过去一家四口春

节回来探亲，在家吃完饭后就去县城的宾

馆，从来不在家住，理由是不习惯家里的

厕所。今年春节，一家四口回到家里，看

到改造后的水冲式厕所干净整洁，他们住

到了家里，孩子说：“在家里享受到了住宾

馆的感觉。”

小河村支书于瑞兴说：“厕所改造，是

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看着事情小，但改

变了人们的卫生习惯，让大家感受到了生

活的变化。”

全国人大代表、汤阴县宜沟镇向阳庄

村党支部书记葛树芹在一篇短文中介绍

了村里的厕所革命：“我村有农户 162

户，改厕比新建还难，为了节省改厕资

金，我们自己买了切水泥路面的切割

机、电锤、水钻、风镐等工具，村里修建

了主管网 1200 多米、支管网 3600 多

米，每户家里管网20米，户管网共3240

多米，用各种弯头600多个。改厕过程

中，村里干部党员一起上，脏活累活难

干，干部党员抢着干。铁锹挖，电锯割，

电锤敲，为赶进度冒雨干活，铁锹有泥

用手抓。给每户家进污水管，都要切开

院里水泥路面，先用切割机切，后用风

镐凿，每户家管道都要过3到4个砖石

头墙，才能到达厕所化粪池。每次打

眼、钻眼，经常溅得满脸粪便，但干部党

员从不叫苦叫累。”

闫景军说：“今年，汤阴县确定投资

4.5亿元，对78个村、3万余户厕所进行改

造，同时建成98座农村公厕，现在进展顺

利。”

因地制宜把实事办好办实

安阳市在农村厕所革命中充分考虑

村庄自然资源、空间形态、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和污水处理设施现状条件，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科学确定目标任务和治理

模式，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防止生搬

硬套、搞“一刀切”。

对城市污水管网覆盖到的县（市）城

周边农村，采取户建水冲式厕所、村铺设

污水管网直接连接城市污水管网的模式；

对集镇所在地和经济基础比较好的村以

及部分扶贫村采取户建水冲式厕所、村建

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站的模式；对经济基

础较差、不具备污水集中收集和处理条件

的村，推广使用三格式化粪池改造模式，

并大力推行节水、节能、节电等新技术、新

工艺、新材料。

林州市姚村镇赵家河村是林州市厕

所革命的试点村，今年4月份开始改厕。

10月9日，在村里采访时，记者遇到了林

州市姚村镇武装部长刘勤帅，他负责全镇

41个村的厕所改造。

刘勤帅说：“厕所革命就是改习惯，从

试点开始，我们改厕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姚村镇农村住房的厕所过去已经有功能

分区，我们结合实际，第一就厕所改厕所，

完成水冲式升级改造；第二建好村里管

网，家里的化粪池直接进入管网；第三建

好村里小型污水处理厂，达到污水无害化

处理。我还带领全镇41个村干部到禹州

市参观，制订出符合各村实际的厕所改造

方案。”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东郊口村有56

户人家，家家户户都在户外建有厕所，如

何改？6月14日，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到

东郊口村调研时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要因地制宜。殷都区政府决定，拆除村里

各家的旱厕，政府投资80万元，建设4个

旅游标准级公厕，既适应了当地百姓的习

惯，又改变了卫生环境。

路曙光在谈到改厕工作时体会深刻，

落实好厕所革命，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尊

重民意。要有效保障农民的决策权、参与

权和监督权，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参与到改

厕工作中。二要坚持政府主导，协同推

进。要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公共财政扶

持、专业服务相结合的推进体制，实行县

（市）乡村三级联动，分级负责。三要坚持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各地要结合经济社

会发展实际，制定不同区域农村改厕工作

目标，采用适合本地实际的改厕模式，防

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四要坚持示范

带动，整村实施。要通过示范乡（镇）、示

范村、示范户的示范作用，引导群众主动

积极改厕.

安阳市乡村振兴战略厕所革命专项

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止到10月 10

日，安阳市五县（市）四区，已经改造厕所

111397户，占年计划任务的37.13%，预

计到冬闲期间，今年30万户的改厕任务

可如期完成。

新野县城郊乡
扶贫车间为贫困户
打通致富路

上蔡食用菌产业助脱贫
返乡女大学生赵昭的山乡牧歌

◀上接第一版 2015年，赵昭成立雅民

农牧有限公司，通过金融、产业帮扶，先

后带动200多户村民致富，一些有技术

能力的贫困户一年能赚2万多元。

历经疫病、市场的风风雨雨，赵昭

的饲养场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发展了母

牛繁育和肥牛饲养基地，年出栏1500头

肉牛，年产值4000多万元。她还流转、

托管周边3000多亩土地，发展循环农

业。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粪便约20公

斤，日积月累便会造成污染。赵昭就利

用牛粪和秸秆混合产生的草腐菌种植双

孢菇，仅此一项每年增收30多万元。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从创立

公司到带富乡亲，赵昭也一路成长，并当

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说自己还有一个

愿望：“过去人们对农民的印象停留在‘面

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却是越来越多‘手握

方向盘，查看仪表盘，北斗开天眼，农机越

云端’的新型职业农民。我想转变人们对

‘三农’的刻板印象。农业做好了前途光

明，农村回来了大有可为，农民有理由充

满自信。”

如今，赵昭带领的30多人创业团队

里，返乡创业者占三分之一，35岁以下的

青年人占三分之一。南召县的青山秀水间，

这曲山乡牧歌已从一个人的独唱变为一群

年轻人的合唱。新华社郑州10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