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 主办

尽管已进入深秋，走进叶县廉村镇甘

刘村，几条主要道路上，各种绿化树木和

花草仍然绿意盎然，村民在为刚栽植不久

的花草树木剪枝、培土、浇水。村文化广

场一侧，老人们在一排健身器材上健身；

附近的中蔼制衣车间内，数十名女工正在

缝纫机上劳作……

“谁能想到俺这个贫困村如今能建这

么美，谁能想到俺这些妇女也能在扶贫车

间里挣工资，这都得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10月19日，在中蔼制衣车间务工的

46岁村民张小莲说。

扶贫项目拔“穷根”

甘刘村辖甘刘、配山王两个自然村，

全村479户2163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

户93户311人，属省级贫困村。

在无任何优势可言的情况下，如何实

现贫困村整体脱贫，是省级贫困县叶县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反复思谋的重大课题，而

在全县所有贫困村中建扶贫车间、光伏发

电站，是该县在精准扶贫中的破茧之作。

甘刘村的中蔼制衣车间于去年11月

建成，今年5月开始试生产，共安排57名

留守妇女就业，目前实行计件工资制，人

均月收入1500～1800元。在配山王自

然村建设的扶贫车间投资160万元，一家

配件加工厂入驻，安排12名村民就业，人

均月工资1800元左右。利用坑塘建设的

两个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500千伏安，去

年12月底并网发电。

“这两个扶贫车间加上光伏发电站，

不但为村民提供了近百个就业岗位，村集

体每年也有近30万元的租金和发电收益

收入，甘刘村已完全实现由‘输血’到‘造

血’的转变，贫困户也减少到现在的16户

42人。”甘刘村党支部书记郑相成说。

“村‘两委’的目标很明确，不仅要让

群众脱贫，还要让所有村民走上富路。”

平顶山市自来水公司驻甘刘村第一书记

毋憬说，考虑到村中还有部分村民从事

公益岗位收入过低的实际，由自来水公司

帮扶一部分资金，加上他可支配的20万

元项目专项资金和到户增收资金共70万

元，在村里建成了10个香菇种植大棚，除

安排村民就业外，还可给村民分红。目前

香菇菌基正在装袋，春节前可采收第一茬

香菇。

为了增加村民收入，在廉村镇党委、

镇政府的提议下，甘刘村党员刘金坡、郑

营选在许平南高速生态廊道内套种西瓜、

辣椒180多亩。辣椒采摘期3个月，村民

采摘辣椒现金结算，每斤1元。今年仅采

摘辣椒一项，甘刘村村民就增加收入20

余万元。“下午往幼儿园送过孙子后，来摘

辣椒，摘了一个多小时，37斤。”经过称重

拿到37元现金后，51岁的马青说。

在甘刘村村民高进朝投资的白玉蜗

牛养殖基地大棚内，首茬蜗牛已基本长

成。“这是一个好的致富项目，一年可生产

四五茬，投资不大，夏天可室外养殖，冬天

大棚内或家里闲房内养殖，年每平方米净

收益在300元以上。”高进朝说，白玉蜗牛

养殖推广开后，他准备开一家饭店，主打

菜就是爆炒蜗牛。

生活在甘刘很自豪

“村里建得好，大家有活干，都可提

劲。以前就没有过过这么好的生活。”在

村文化广场健身器材上健身的86岁老人

李松梅说，她的两个孙子媳妇都在制衣厂

干活挣钱，她每月还有80元的老龄补助。

村民富裕了，为提升村民的生活质

量，甘刘村相继建成了村文化广场、文艺

演出大舞台、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村标

准化卫生室等，安装了130盏路灯。每天

晚上，村文化广场上都有三四帮村民在跳

广场舞、健身操。村里还成立了一个小剧

团，隔三差五都要在村里唱唱戏。去年春

节和今年春节，甘刘村连续两年办春节晚

会，村民们踊跃参加，吸引了周边村的不

少群众前来观看。

为进一步美化环境，今年以来，甘刘

村利用空心村整治的契机，在征得宅基地

户主的同意后，扒掉、清理了长期无人居

住的危房，改建成4个街头游园，同时对

主要街道进行了绿化、美化。目前，甘刘

村绿化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

“现在谁来俺村都说俺村美，生活在

甘刘，俺现在感觉很自豪，身体也越来越

好了。”在村公益岗位从事保洁工作的贫

困户王燕说。

“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生态村，是党的

扶贫好政策让甘刘村焕发出春天般的生

机。”已连续担任15年村党支部书记的郑

相成说。

叶县甘刘村 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生态村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范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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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抗旱播种
浇好“蒙头水”

严格检查 严明纪律 严肃责任
坚决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歼灭战

武国定在商丘调研非洲猪瘟疫情防治工作时指出

10月29日，内乡县马山口镇杜洛庄村村民曹国栓抱着山羊笑逐颜开。

曹国栓2016年开始利用县里发放的扶贫资金养羊，目前养殖规模近300只，

年收益4万多元，实现脱贫致富。张中立 摄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10月29日，省政府在驻马店市组织召

开全省交通运输脱贫攻坚暨高速公路建

设推进会，通报了全省交通运输脱贫攻

坚和高速公路建设进展情况。

据悉，2016年至今，全省贫困地区累

计完成交通投资795亿元，其中农村公路

累计完成投资230亿元，建设农村公路2.2

万公里；高速公路完成投资354亿元，尧

山至西峡、豫鲁省界至范县等一批服务

“三山一滩”贫困地区的项目开工建设。

2018年拟退出的33个贫困县提前实现

通硬化路、通客车、通邮政的“三通”目标。

今年前三季度，在建高速公路项目

本年累计完成投资124.3亿元，其中郑州

机场至周口西华高速公路二期工程、三

淅高速豫晋省界至灵宝段、安阳西北绕

城高速公路3个项目计划年内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10月29日，

2018河南乡村振兴论坛暨“河南最美乡

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在温县召开，来自省

内外的专家及美丽乡村建设者200余人

齐聚一堂，就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进行了研讨交流。

此次会议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

省委农办、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环保

厅、省旅游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会上，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

分析了我省“三农”体量大、承载支持政

策多的优势，认为乡村振兴空间大、潜力

足，鼓励各地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

的发展机遇。

会议还发布了2017“河南最美乡

村”名单，温县赵堡镇陈家沟村、开封市

祥符区西姜寨乡、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

西庞村、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村、宝丰县赵

庄镇大黄村、林州市城郊乡庙荒村、鹤壁

市鹤山区姬家山乡东齐行政村王家辿

村、郸城县竹园村、巩义市小关镇水道口

村、长垣县东赵堤村入选。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0月27日，

副省长武国定在商丘市调研非洲猪瘟疫

情防治工作。他指出，各地各相关部门

要严格检查、严明纪律、严肃责任，坚决

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歼灭战。

虞城县盛源食品有限公司是以生

猪屠宰为核心，集猪肉分割、加工、仓储、

销售、物流于一体的肉食品加工企业。

在查看公司的检疫流程后，武国定对检

疫人员提出要求，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松

懈思想，以更高标准做好检疫检查。他

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本着对社会负责的

态度，牢牢守住猪肉制品质量底线、安全

底线，确保各项措施管控到位。

在民权站和民权白云寺站高速口

的非洲猪瘟临时消毒卡点，武国定详细

询问检查内容，并查看过境车辆检查、值

守人员记录，当了解到民权县在消毒卡

点成立临时党支部情况之后，武国定对

这一做法非常满意，连连称赞，表示要向

全省广泛推广。武国定说，民权地处河

南东部，交通便利，畜禽及其产品流通频

繁，是非洲猪瘟防控的重要关口，要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

范带头作用，坚守岗位，严格执法，发现

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彻底阻断

疫情传播渠道。

武国定在调研中指出，当前是防控

非洲猪瘟疫情的关键时候，这是一场必

须打赢的“战争”，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

升政治站位，把非洲猪瘟疫情防控作为

阶段性中心工作摆上位置，抓紧抓实，坚

决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歼灭战。要严格检

查，坚决做到不准跨省调运生猪，不准调

运未经检疫的猪肉产品，不准调运检疫

手续不齐全的省内生猪；要严明纪律，全

面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防控非洲猪瘟疫情的各项规定，服从

统一调令，严守“六个严禁、六个一律”；

要严肃责任，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加强对中小散养殖场（户）监管，真正将

“七个讲清楚”“七项预防措施”“五项控

制措施”等落实到位。一旦出现问题，坚

决严肃追责。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10月29日，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党建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主题的首届“新

乡先进群体精神”论坛在卫辉市举行。

今年“七一”前夕，新乡先进群体教

育基地被中组部确立为全国党员教育培

训示范基地。“新乡先进群体不仅感召一

方、引领一片，还有效带动了一个地方的

经济社会发展、带领一方群众走上了共

同富裕道路，是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

经济发展高质量的典范。”新乡市委书记

张国伟在论坛上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乡先

后涌现出10多个全国先进，100多个省级

先进，1000多个市、县级先进，堪称奇迹，

先进群体精神已经成为新乡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强劲动力。”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

总编辑肖建中在致辞中说，中原更加出彩

尤其需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

随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谷

安林、中央党校教授刘玉瑛、中央政策研

究室巡视员王德春等11位专家学者和新

乡先进群体代表，围绕新乡先进群体的

历史起源和时代价值，发表了真知灼见。

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全省大部

地区气温偏高，光照充足，利于秋作物的

晾晒脱粒及贮运入库。10月29日，省农

业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各地要加强冬

小麦苗期管理工作，已经播种的田块，若

墒情不足，可浇“蒙头水”，确保小麦出苗

整齐。

根据当前墒情，从现在至11月4日，

豫西北、豫中北部、豫西南、豫南大部及

豫北、豫东局部等地将出现不同程度干

旱，部分县（市）土壤相对湿度将降至

50%以下，个别将会降至40%以下，为重

度干旱。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气温降低和墒

情不足均影响冬小麦出苗速率，尚未播种

的田块，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好播种

进度，争取不误农时。出苗后若发现缺苗

断垄现象，要及早查苗补种，疏苗移栽，确

保苗全苗匀。

33个贫困县提前实现“三通”目标

河南乡村振兴论坛在温县举办

首届“新乡先进群体精神”论坛举行

内乡 养山羊 奔富路

在南召县的大山深处，深藏着各种各

样的“宝贝”，过去由于山高路远，很难运

送出来，难以变成财富。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近些年，电商给山货插上了翅膀，

山里的“宝贝”终于“走出”大山，为山里的

群众带来越来越多的财富。

山野菜走出大山

乔端镇玉葬村位于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宝天曼景区腹地。

20世纪80年代，玉葬村仅有一条不

足一米的羊肠小道通往外界，村民沿着蜿

蜒曲折的山路步行出入。到镇上办事，早

上五点多出发，路上带上两个大馒头，需

要翻过两座山，蹚过两条河，走上一大晌

才能到镇区。层层山岭阻断交通，因行路

难，山里的“宝藏”沉睡、山珍烂掉，守着一

座“金山”却穷得叮当响。

李元同是玉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居

住在宝天曼景区腹地，以前因为山高路

远，信息闭塞，他从山里采摘的野拳菜无

人问津。今年春季，他采摘、晾晒了26斤

野拳菜，近日分两次送到南召县乔端镇电

子商务扶贫基地，爱心扶贫商城经理王哲

按照高于市场5%的价格收购后，付给他

现金2184元，解决了山野菜销售难问题。

“以前我上山采摘的山珍往往卖不出

去，很发愁。现在镇里成立了电子商务扶贫

基地，建立了爱心扶贫商城，野山珍通过电

商顺利销售出去，再也不用发愁啦！”10月

25日，李元同高兴地介绍起电商的好处。

电商平台拓销路

在乔端镇爱心扶贫商城里，琳琅满目

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类山货，野拳菜、红香

菌、黑木耳、猴头菌、黄蛾菌、鹿茸菌、野葛

根、山蜂蜜等。商城负责人介绍，这些都

是从周边群众家里收购的农副产品，干

货、果品、杂粮等6大类30多种，辐射该

镇19个行政村的400多户贫困户。

记者发现，这些商品包装袋上都粘贴

有一个“电商扶贫，助力增收”的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后，在手机微信上显示农副产

品的品名、价格、产地、贫困户名字、销售

量等产品详情，野山珍在网上销售设置有

产品追溯功能。扶贫爱心商城负责收购

贫困群众的山野珍品，实行统一包装、统

一商标、统一销售，解决了山区群众因信

息闭塞造成农产品销售难、价格低的问

题，实现贫困户销售有门路、增收有保

障。据统计，从去年该商城运营以来，平

均每月销售本地农产品20万元，目前累

计销售额达360万元。

乔端镇是南召县最大的食用菌种植

基地，全镇19个行政村均以种植食用菌为

主，年种植量1000万袋，从事香菇种植的

贫困户有420户，年种植量230万袋。乔

端镇镇长朱超说：“我们利用电商平台极大

地拓宽了食用菌和野山珍市场销路。我们

的食用菌不仅行情好，价格高，旺季一斤鲜

香菇在本地卖4元钱，利用电商平台可以

卖到6元钱，价格高出两元钱。”

南召县委书记刘永国说：“我们建立

覆盖县、乡、村三级电子商务网络体系，着

力培育一批淘宝村、电商带头人、贫困群

众家庭网店，让山区农民足不出户通过电

商平台就能把土特产销往全国。通过电

商产业带动、网店集群带动和电商创业带

动，让贫困群众实现稳定增收。”

山货出深山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巨变巨变

□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王修文

濮阳市低温热泵实验室揭牌

习近平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
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
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标题新闻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10月26日，

濮阳市旺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低环境

温度热泵性能综合实验室揭牌暨产品下

线仪式隆重举行，住建部设计院节能研

究院院长崔俊奎，中国清洁能源建筑应

用技术联盟常务副秘书长黄炜萍，中国

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制

冷学会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邵双全等

13位专家、学者参加揭牌仪式。

据介绍，濮阳市旺润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低环境温度热泵性能综合实验

室创建了在低环境温度下提供热泵性

能的新技术，产品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濮阳市华龙区委、

区政府为该公司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政

策支持和良好环境，区直各部门、濮东

产业集聚区为濮阳市旺润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的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各个

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务，帮助该公司扩大

规模、占领市场、创建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