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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我家这四十年

我省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退出低保有一年“缓冲期”

□董文令口述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梁浩杰 杜中峰 整理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巨变巨变

信阳市平桥区

算好绿色账 走好绿色路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师庄
丽）11月21日，漯河市源汇区第一个区

监委会派出乡镇监察员办公室在该区

问十乡挂牌成立。就在本月，源汇区纪

委监察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纪检

监察体制改革全面加强乡镇、街道纪

（工）委规范化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

探索推进全区乡镇、街道派出监察员办

公室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将监察工作向

基层延伸。

据悉，该区指导各乡镇、街道纪委、

派出监察员办公室按照“五统一”标准

（即统一挂牌标识、统一场所配置、统一

办公设备、统一宣传阵地、统一办公经

费）高质量打造谈话室，配齐办公、办案

设备，并在乡镇、街道办公楼和行政村、

社区开辟廉政建设宣传专栏，将各种举

报方式和重点工作集中宣传。

漯河市源汇区

首个乡镇派出监察室成立

我省13市启动
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

我叫董文令，是新野县新甸铺镇津湾

村村民。

四十年前，我家是津湾村最穷的户。

俗话说：穷不穷，富不富，看看吃穿看看

住。当时我家共四口人，我弟兄仨和老

娘，家里只有三间草房。我是老大，快三

十岁了还娶不来媳妇。无奈，我带着两个

弟弟和泥、脱坯，放掉门前几棵树，又盖了

两间房，才和老二成了家。

那时粮食根本不够吃，没办法，就到

地里捡烂红薯、萝卜头，掐芝麻叶、红薯

叶，吃的通常是玉米杂面和红薯窝头，过

年或待客时才能吃上花卷，包一顿豆面素

饺子。全家只有两床被子，我长到18岁

还跟俩弟弟睡一张床，盖一床被。

1982年，村里开始分田到户，搞联产

承包，我家分了六亩地和“三分之一牛腿”

（12户共有一头牛）。整地时，我们弟兄

仨高兴坏了，用钉耙刨、铁锨挖，把地深翻

一遍。种啥呢？老娘饿怕了，我也急着吃

白馍，就种小麦。头一年见了2000斤麦，

秋季又收了千把斤玉米、绿豆，自此，天天

白馍白面条地吃着，心里舒坦极了。

虽说吃饱了，但没钱花心里也着急，

见几户邻居搞起了多茬间作套种，我也跟

风，种起了“粮瓜菜”，结果因为技术跟不

上，辛苦了一年，也没挣到钱。好在当时

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鼓励农民搞多种经

营，选择适销对路的种养加项目闯市场，

我就拿出积蓄和借贷来的钱买了一头母

牛、两头母猪和十只母羊饲养，同时让儿

子到县棉纺厂打工。就这样一步步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全家年纯收入

已有3万多元，一跃成为全村“双万元户”

和先富起来的农民。

1995年，村里的团支书王玉森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他一上任，就想把老东滩

治理改造成“金银滩”“聚宝盆”，办法是先

挖沟、修路、打井，根除旱涝，收回种植无

序的面条田、鳖盖地、撂荒地，再开发部分

滩涂，把东滩地连成一片，扩大到5000

亩，然后再发包到户，要求全部种桃。

于是，我认包签约了10亩地准备种

桃，同时跟聘来的师傅学技术，并把村里

统一购来的树苗栽上，精心管理。经过三

年养护，桃树开始挂果，2013年进入盛果

期。由于万亩桃园成规模，周边城市的卡

车纷纷来拉，我坐在地头卖桃，一亩就收

入4000多元。到2014年，我的存款卡上

已累积了20多万元。2015年，我又盖了

小别墅，室内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如今我

家六口人人均年纯收入两万多元。这两

年，村里依托万亩桃园发展旅游业，办桃

花节、采摘节等活动，我又多了一条致富

门路。

四十年来，改革不光鼓了钱包，也富

了脑袋，过去只知道下憨力挣钱，现在学

会了用技术挣钱，其实归根结底是改革开

放的好政策带来的改变，我打心眼儿里感

谢党的好政策。

陈军 带着母亲去扶贫

扎根人民扎根人民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常青文/图

陈军（右）在村民家了解增收情况。

“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驻村第一书

记陈军，父亲去世后，把患有老年痴呆的

老母亲带到村里，一边照顾母亲，一边拼

命工作。正是这样一批普普通通的干部，

舍小家献大爱，诠释了对党忠诚，展现了

新时代出彩河南人的精神风貌。”前不久，

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省

委书记王国生点名表扬了陈军。

庙荒村背靠太行山，红旗渠穿村而

过，土薄石厚，人均耕地少，是一个省级贫

困村。陈军来到这里后，在三年多的时间

里，改造基础设施，发展产业项目，带领村

民们一步步走上脱贫致富的幸福路。

挖掘特色搞旅游

2015年8月31日，安阳市扶贫办项

目科科长陈军到庙荒村任第一书记。当

时的庙荒村没有一条好路，房子破旧，村

里欠账27万元。

上任后，陈军用两个月时间走遍庙荒

村7个自然村的沟沟坎坎，写出了近万字

的《庙荒村经济社会发展调查报告》。走

访中，庙荒村的脱贫致富路也在陈军脑海

中渐渐清晰。“庙荒村邻近太行山，是唯一

一个红旗渠穿村而过的村庄，每年都有不

少人前来采风游玩，怎样把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发展乡村旅游是个好出路。”

陈军说。

发展旅游业，就要整治村容村貌，搞

基础设施建设。 为此，陈军请来专业团

队，对村子进行整体规划，改善基础设施，

整治村容村貌，打造“渠畔人家”特色乡村

游。经过一年的建设，红旗渠水系完美地

融入村中，一个有山有水的特色村庄展现

在大家面前。村里还注册成立了幸福庙

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民俗院落为主

体，集农家特色餐饮、民俗风情、手工艺品

于一体，发展特色民宿项目

如今，庙荒村已改造30余个院落发

展旅游，建成农家乐20余家，可同时接待

300余名游客入住。今年5月份，老党员

刘明生投资30多万元将原有的6间土坯

石板房和6间砖房打造成农家风情小院，

由儿子、儿媳负责经营，生意好的时候一

个月就收入七八千元。

目前，庙荒村的贫困户已从陈军驻村

时的22户40人下降为9户15人，今年年

底就能实现整村脱贫。

带着母亲扶贫

陈军的母亲周锡芳今年75岁，患有

老年痴呆，平时离不开药、离不开人。“平

时爱人上班，孩子上学，实在是没有人手

照顾。”陈军说，他也曾把老人接到安阳市

区住，但老人住不惯城里，隔三五天就嚷

嚷着要回老家。

陈军告诉记者：“我妈年轻时是山东

省三八红旗手，老人家通情达理，我就给

她商量，你在沂蒙山区是住，到太行山区

也是住，我带着您去扶贫吧，看看我在村

里干得咋样。”

去年8月份，陈军把母亲从山东老

家接到庙荒村，住进了村支书郁林英家

腾出的一间房子里。照顾患病老人是琐

碎的事，陈军在工作之余，白天搀扶或推

着老人在村里转转；夜晚老人一有动静

陈军就得起来，常常是一晚上只能睡三

四个小时。

“平时不管再累，只要看到我妈的笑

脸，我就高兴。”陈军说。

谋划进一步发展

陈军本来去年10月份任职期满，但

村里党员群众多次联名向上级组织要求，

要他留下来。看着朝夕相处的乡亲们期

盼的目光，想着村里还未完成的产业，他

决定继续留任，和大家一起，走好致富路。

三年多来，庙荒村修水渠、修水池，彻

底解决了饮水、灌溉问题；全面开通天然

气，告别烧柴烧煤；主干道全部硬化，安装

了太阳能路灯；建设了120千瓦的村级光

伏电站……

如今的庙荒村，到处可见别致的房

舍，整洁的街道，穿村而过的渠水，根深叶

茂的皂角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游客纷

至沓来，成为林州市旅游业的新亮点。村

里引进的太行·观霖乡村生态旅游项目正

在推进中，项目建成后，年营业收入可达

2亿元，并能安排500人就业。

11月23日，陈军告诉记者：“下一步，

我们要以庙荒村为龙头，通过太行·观霖

乡村生态旅游项目带动周围的其他行政

村加入我们的旅游公司，扩大旅游面积，

共同发展旅游，带领更多群众致富。”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翁应
峰杨莹莹）“今年以来，平桥区深入贯彻

中央和省市决策部署，进一步提升对国

土绿化、创森工作的认识和谋划能力，以

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大的格局，

算好‘绿色账’、走好‘绿色路’、打好‘绿

色牌’！”11月23日，信阳市平桥区委书

记李灵敏说。

平桥区林业局局长曾凡春介绍说，

该区牢固树立大绿化、大生态的理念，坚

持通盘谋划、合理布局、统筹推进的原

则，实现山区森林化、平原林网化、城市

园林化、乡村林果化、廊道林荫化和庭院

花园化的要求；对主次干道、大小河流、

城市乡村、荒山荒坡四类重点绿化区域

进行全面布局；对绿化制定统一的标

准。通过努力，全区森林覆盖率达35%

以上。

平桥区沿淮岸线达125公里，涉及

10个乡镇（办事处）。“以前由于河砂无

序开采，生态遭到破坏。这两年，我们大

力实施淮河生态修复工程，廊道绿化就

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肖王镇党委书记

肖国亮说，廊道建成后，将是一个集生态

经济、旅游观光、森林景观和岸线防护于

一体的景观带。

“廊道绿化是重头戏！今年在淮河

两岸以点带面，明年全面铺开，后年全部

完成，今年将完成1.5万亩绿化任务。”

曾凡春说。

明港镇何岗村被称为平桥区的西大

岗，以前都是荒山荒坡，如今这里都种上

了梨树。“今年我们完成新造林1.8万亩

荒山荒坡绿化任务，通过实施这些重点

工程，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我区国土绿化

工作。”曾凡春说。

“我们实施市场化造林，属于政府投

资的工程，我们采用分红的方式将管护

外包，以此形成长效管护机制。”明港镇

党委书记刘光金说，“比如，何岗村将土

地流转给专业公司管理，提升了科学化

管理水平，确保种一棵成一棵。”

查山乡党委书记杨天雷说，该乡把

600多亩土地流转给合作社，政府给予

资金补助，由公司自己种植，自己管理，

自己收益，村民可获得租金，有助于脱贫

攻坚。

平桥区通过实施国土绿化，将政治

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做

到有机结合。通过营造生态林，为实施

全域旅游、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营造经济林，把

花卉、苗木、林果各树种结合起来，实现

了绿色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暨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提

升政治站位，全市上下要大力弘扬黄柏

山精神，借鉴学习平桥区的经验和做法，

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11月24日，信

阳市召开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暨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动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会上强调。

11月24日，来

自光山县各乡镇的

工匠们在盛湾公园

制作油条挂面。当

天，首届“光山十

宝”食品油条挂面

工匠大赛在此举

行，吸引了全县各乡

镇的20个代表队参

与角逐。谢万柏摄

据新华社郑州11月24日电 近日，河南

印发《在河南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中切实做

好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脱贫

攻坚期内，纳入农村低保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均收入超过当地低保标准后，可给予12个

月的渐退期。渐退期内脱贫不脱政策，实现

稳定脱贫后再退出低保范围。对其他低保家

庭可给予6至12个月的渐退期。

根据意见，河南扩大了农村低保对象范

围，其中，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重度残疾

人范围从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扩展到三级

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保障范围扩

大后，将增加2.29万名低保对象。重病患者

（即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获得重特大疾

病医疗救助的人员）首次被纳入，参照单人户

享受农村低保政策。

目前，河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每人每年不低于3450元，惠及268.5万人。

本报讯（记者赵川）11月25日，由

中国记协、全国“三教办”组织的“庆祝改

革开放40周年 新闻战线强四力”主题

教育活动河南行在郑州启动。来自中央

和地方37家主流新闻媒体的40名记者

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

记处书记、全国“三教办”副主任张百新

对参加活动的记者提出希望，调研采访

期间要用心用情用力，找好选题，认真采

访，用生动鲜活的语言、文字和画面，记

录好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和强大精神力量。在采访活动期间以及

今后的工作实践中，要努力锻造过硬素

质、过硬本领、过硬作风，通过“脚力”的

奔走实践，更好地认识世情、国情、党情、

民情；通过“眼力”的广大精微，更好地

洞察世情百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

森林和树木、十指和一指的辩证关系；

通过“脑力”的深思审问，更好地实现守

正创新；通过“笔力”的精确阐释，更好

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民群众中不

断生根发芽。

接下来的5天时间里，这些来自中

央主要新闻媒体、全国性行业类媒体、地

方新闻媒体的青年编辑记者和“好记者

讲好故事”优秀演讲人代表，将奔赴郑

州、开封、洛阳等地参观学习、调研采访。

本报讯（记者杨青）今后，郑州患者

可以通过社保卡享受到在线挂号、视频

问诊、线上结算、送药到家等全流程服

务，真正实现“网上办、一次办、就近办、马

上办”。11月24日，郑州市举行“就医一

卡通 医保线上行”新闻发布会，标志着郑

州市“门慢处方共享、在线挂号、视频问

诊、送药到家”服务新模式正式启动。

据了解，郑州参保患者不用办理诊

疗卡，通过社保卡完成建档、挂号、就诊、

结算、查询等全流程就医服务，实现诊疗

信息、结算信息实时共享，极大地提高了

就医效率，解决了到一家医院就办理一

张诊疗卡、一人拥有多张诊疗卡的困扰，实

现社保卡就医一卡通。同时，结合支付

宝、微信的信息共享功能，通过人社系统

基础信息平台认证后为参保人签发电子

社保卡，即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进行诊

间结算，免去就医过程中各种排队缴费

的麻烦。

“今年以来，郑州电子社保卡签发人

数已达200多万人；4万余人持社保卡

办理医院内各项诊疗业务，累计在线支

付达12万多笔1566万余元，将门诊就

诊流程时间缩短了约三分之一。”郑州市

人社局局长赵新民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25日，记

者从省污染防治攻坚办了解到，为做好重

污染天气应急应对工作，省污染防治攻坚

办已经下发紧急通知，要求郑州、开封、安

阳、鹤壁、新乡、焦作、濮阳、许昌等13个省

辖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及Ⅱ级响

应，其他城市实行轻中度污染管控措施。

根据省气象局及省环境监测中心中

长期预测并结合生态环境部对11月至

12月的预测，我省今冬的气象扩散条件

较去年明显变差。进入11月以来，省环

保厅密切关注，加强预警，根据初步预

测，12月4日以前，全省大部分区域没有

持续两天良好天气，中度至重度污染过

程将连续出现，因此持续做好全社会减

排，特别是冬季污染减排。

40名记者河南走基层强“四力”

郑州社保卡变身诊疗卡

光山

做挂面
谁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