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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沈丘县周营镇黄孟营村一处订单生态蔬菜大棚基地，菜农在忙着间苗、除

草。近年来，周营镇按照精准施策、分类指导的原则，推进产业扶贫，鼓励农民专业种植合作

社带动贫困户脱贫，收效明显。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
洁 娄浩然）11月18日，叶县仙台镇盐西

村村民冯金山家院内，东侧圈养着膘肥

体壮的成年山羊，西侧圈养着小羊羔。

“大小羊不能放在一块儿养，因为吃草

料时小羊羔争不过大羊。”冯金山说。

今年52岁的冯金山家里共4口人，老

母亲瘫痪多年，年幼的儿子还在上学，土

地上收入有限，2014年被确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2015年的一天，冯金山的妻子李静听

邻居在谈论发展养殖业。征得丈夫的支持

后，她从亲戚朋友那筹到1万多元，买了

800只鸡苗喂养。冯金山得知家里的情况

后，也把外面的工作辞掉，回家陪妻子一起

创业。

如今，冯金山夫妻俩养了 60 只山

羊、20头猪、200 多只鸡，还种植了 15

亩线椒，光荣脱贫。“幸福是干出来的，

我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带动没有脱贫的

乡亲一起致富。”冯金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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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金少
庚 左力）近日，唐河县城郊乡的“学树

行做”光荣榜在贫困群众中引起轰动。

“看看，俺本家王万才上了乡里的光荣

榜，这脱贫户当得可真不简单。”城郊乡

王庄村贫困户王连荣指着光荣榜对围

观的群众说。王连荣所说的光荣榜，是

唐河在脱贫攻坚战役中为“志智双扶”

所设的三榜之一。

据了解，“脱贫三榜”是唐河县创新

方式方法、利用各种力量助力脱贫攻

坚，为帮助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有严重

等靠要思想的贫困户脱贫而进行的针

对性探索。“脱贫三榜”即在每个贫困村

的醒目位置设置“学树行做”光荣榜、以

“四德”为内容的善行义举榜和“志智双

扶”红黑榜，目的在于以榜立规、以榜扶

志。目前，唐河县通过“脱贫三榜”活

动，村民们互相监督、比学赶超，营造出

了人穷志不穷、崇德向善、奋发图强的

脱贫氛围。

唐河 扶贫基地助力产业扶贫
本报讯 （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马伏

娴）近日，唐河县黑龙镇鑫萍苗木扶贫基

地里，近40亩的赤松茸长势喜人，贫困

户们正在种植大棚里忙着采摘、装筐，脸

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据赤松茸引进

人、黑龙镇三官庙村党支部书记张卫东

介绍，基地先后吸纳本村及周边村委20

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入股、学习种

植、务工等方式增加收入，仅去年下半年

就为入股贫困户发放分红两万多元、劳

务费6万多元。

据了解，鑫萍苗木扶贫基地仅是唐

河县产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唐河县作为

典型的农业与人口大县，为了让15317

户32758名贫困户如期脱贫摘帽，站位

全局，聚焦聚力，着眼“三大定位”“四个

升级版”的战略考量，贯通资源禀赋、政

策供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基础

与生产要素的链接，倾力筑就稳定脱贫

的产业柱石，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同步

发力、整体推进。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马伏
娴）唐河县马振抚乡前庄村的同心超市

近日生意红火，不少建档立卡的贫困群

众纷纷前来，用积分兑换卡兑换生活物

品。“这个扶贫超市只认积分，我用参与

公益活动和脱贫知识问答积攒的积分，

兑换笤帚和大米。”贫困户林秀娥乐滋滋

地说。

据了解，同心超市是唐河县积极探

索“志智双扶”新模式，通过“积分改变习

惯、勤劳改变生活、环境提振精神”而设

立的励志形式。该县推行“一拖六”“志

智双扶”模式，即在每个贫困村建设“同

心超市”一座，并组织立志脱贫、环境卫

生、敬老友邻、移风易俗、热心公益、遵纪

守法等六方面的评比活动。贫困户通过

自身努力获得相应积分，用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倡导自立自强、勤劳致富、脱贫

光荣的社会风尚。目前，该活动已经在

唐河县全面铺开，已建成运行“同心超

市”36个。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金少
庚左力）“路修好了，不仅外出方便了，

还能把乡亲们家里的土特产运出去。”

日前，唐河县昝岗乡丁庄村村支部书记

白振军感慨地说。三年前，丁庄村的道

路坑坑洼洼、车不能过、人不能走、货不

能出，时任丁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的刘雅

洲进村调研后将修路作为脱贫的首要

任务；如今，丁庄村的五条进村主干道

和环村道路、三座桥梁与一个文化广场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五路三桥一广场”

交通网。

据了解，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唐河县把交通运输摆在脱贫攻坚

的突出位置，大力实施交通扶贫工

程，着力打通农村公路毛细血管，解

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近年

来，唐河县计划外完成贫困村道路

50 条 208.24 公里，非贫困村串村连

乡路 112 公里，完成通村道路投资

1.3 亿元，90个贫困村中通电话约车

7 个，其余全部通达班车，贫困村全

部建立邮政站。

唐河“脱贫三榜”提振精气神

唐河“志智双扶”让贫困户挺直腰杆

我省举办首届
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中华文化论坛在西华县举办

临颍县杜曲镇

唐河

交通扶贫
打通“希望之路”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保军
袁书高）近日，记者在临颍县杜曲镇了解

到，该镇围绕村级集体经济“谁来做、做什

么、怎么做”这一课题，认真分析自身优

势，科学选定村集体经济发展思路，依托

优势产业，采取“飞地经济”模式，实现村

集体经济和企业发展“共赢”，迈出乡村振

兴坚实步伐。

杜曲镇现代家居产业可谓是远近有

名，仅产业集聚区内就有1200多家木材

加工厂，加工原木突破520万立方米，收

入达到32亿元。产业集聚区内的板材烘

干中心是促进临颍县家居产业转型升级

的龙头项目，该项目占地260亩，规划建

设烘干车间328座，年烘干板材60万方

米，实现年销售收入12.6亿元。

杜曲镇村级可供开发的存量土地资

源基本被用尽，想走开发建设之路没有前

途。如何利用其他区域产业优势拉动周

边村子集体经济发展，进而撬动脱贫攻

坚？这是目前该镇党委、镇政府考虑的首

要问题。

基于此，杜曲镇积极探索“飞地经

济”村企“共赢”发展模式。“飞地经济”是

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双方政府打破

行政区划限制，把“飞出地”一方的资金

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隶属的“飞入地”

一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划、建设、管理

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实现互利共赢

的经济模式。

按照这个发展思路，杜曲镇打破地

域界限，积极探索联村异地发展“飞地经

济”新模式，根据周边乡镇的村子发展状

况，结合镇里各村集体经济不同基础情

况，通过争取上级发展村集体经济项目

资金、整合扶贫资金和村级自筹资金，以

乡镇、行政村为单位，将筹集来的资金用

于购买板材烘干车间，产权归乡镇、村集

体所有，在使用年限内，由企业负责经

营、管理和维护。按照收益年限不低于

20年、年纯收益不低于13%进行效益分

成，村年收益资金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

规模及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对贫困户帮

扶。由此，探索出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加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造血式”产业

扶贫新路子。

目前，这种“飞地经济”模式已辐射

周边巨陵、王孟、城关等16乡镇（办），涉

及全县22个贫困村、5个脱贫村，投入资

金1803.5万元，购买烘干车间94座，每

村每年增加集体收入5万元以上。项目

全部建成后，可实现服务木材加工企业

450家，带动670多户9000余人稳定脱

贫。

“将量化到村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联

村异地购置标准厂房，抱团发展，放大资

金效应，达到小钱办大事目的，发挥出资

金打捆使用、规模发展优势。”杜曲镇党委

书记云少华说，“飞地经济”模式降低了发

展农村集体经济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有效破解了村集体经济发展难题。通过

“飞地经济”产业扶贫项目的实施，实现了

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全县打好脱贫

攻坚战夯实了基础。

本报讯 11月24日，首届河南省健

康科普能力大赛总决赛在郑州师范学院

东校区嵩山学堂举办，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高培钦等16人分获个人金、银、

铜奖，郑州市卫生计生委等12家单位获

优秀组织奖。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总工会、

河南省科协、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医

学会、河南省医学科学普及学会、大河健

康报社、大河网联合承办。大赛于7月

13日正式启动，吸引了全省近千名医务

工作者积极参与。经过初赛、复赛，最终

有16名优秀选手成功“杀进”总决赛。

据了解，此次大赛的获奖选手都

将入选河南省健康巡讲专家团。（刘永
生 王方方）

“飞地经济”破解集体经济发展难题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胡新
生）11月22日，中华文化（西华）论坛在

西华县举办，近200位来自海内外的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同台论道。

据了解，本次论坛分为主旨演讲、

观点评论、深度对话、现场观摩等环

节，围绕“传承盘古女娲文化、弘扬中

华创世精神”和“宋学与当代‘以德治

国’理念”两个主题，多角度、全方位、

全视野展开广泛深入研讨，共话中华

文化发展之路。专家学者还对西华县

境内世代流传的关于盘古女娲的神话

等开展集体研讨。

论坛还举行了授牌仪式，西华县被

授予“中国盘古女娲创世文化圣地”，并

为“河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周口分会”

“河南省盘古女娲创世文化研究会”授

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培育新的载

体来完成使命。日前，记者同来自全国各

地的18家媒体人走进河北省沧州市吴桥

县，探寻河北省乡村振兴的样板。

村民就业忙出门闻“花香”

在吴桥杂技山水田园综合体大门口，

迎接大家的是笑容满面的林志霞。她今

年 60岁，是田园综合体附近大辛庄村

人。“老板一天给俺50块钱，俺一个月能

给家里挣1500块！”林志霞家里有十亩

地，全部流转了，流转费为1200元/亩。

“我白天在综合体看大门，晚上还能和周

边村里在这上班的老姐妹们在园子里跳

广场舞，闻着花香，日子美着呢。＂

吴桥杂技山水田园综合体项目负责

人崔冉冉介绍，该项目流转了大辛村

1200亩地，解决周边200多名村民就业。

据了解，吴桥杂技山水田园综合体项

目由吴桥乐山乐水文化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投资建设，总投资18.5亿元,是以吴桥

杂技文化旅游、农业休闲观光游和大运河

文化资源挖掘相结合的田园综合体。景区

有马戏赛场、创意田园等景点，将打造成周

边县市区摄影爱好者的采风游乐基地。

针线之间赏文化字里行间品“书香”

在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负责扣面工

序的安陵镇苏场村村民杨华，每天要穿针

引线4000多回，装订400多本古籍。这

样的工作并不让她感到乏味，“一想到这

么有文化有品位的东西是从我手里出去

的，我就感到自豪。”

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总经理谷秋生

说，像杨华这样来印刷厂上班的附近村

民有八九十人，每年带动农民增收近万

元。

“线装书蕴含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中

国元素，一直被视为图书中的精品，越是

在数字化时代越体现其独有的魅力。”谷

秋生说，“吴桥金鼎古籍印刷厂集线装古

籍研究、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是长江

以北第一家古籍线装图书生产基地。”

看杂技 尝“酒香”

在吴桥县酒章文创园，一场吴桥传统

的杂技表演让记者们大开眼界。

观看“酒神诗仙”杂技表演，跟“酒工”

们学上几手酒趣魔术，在竹林中边品酒边

看杂技演出，欣赏杂技主题纪念酒瓶……

在酒章文创园，酒与杂技无缝对接，两种

文化的巧妙融合让到这里的游客耳目一

新。

据了解，酒章文创园南园景区位于吴

桥县曹洼乡，面积400余亩。这里有清廉

文化广场演艺区、明朝市井文化区、杂技

文化表演区、酒器具展览区等文化体验区

块，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功能。

闻“花香”，品“书香”，尝“酒香”，吴

桥县以它独特的乡村振兴方式，坚持质

量兴农、绿色兴农，让吴桥的乡亲生活有

了奔头。

□本报记者 李东辉 实习生 李亚航

吴桥 乡村振兴亮点纷呈

全国全国““三农三农””媒体河北行媒体河北行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
军）今年以来，卢氏县相继摘得“全国深

呼吸小城十佳城市”“中国天然氧吧”等

桂冠。卢氏县按照“旅游+扶贫”的工作

思路，以主体景区为核心，以乡村旅游为

引擎，着力推动旅游产业与脱贫攻坚深

度融合。

截至目前，卢氏已成功创建“全国乡

村旅游与休闲农业示范县”，建成豫西大

峡谷、双龙湾、豫西百草园3个国家4A

级景区，大鲵湾、冠云山两个景区正在争

创国家4A级景区。推出了10条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确立了26个乡村旅游示范

村，打造了淤泥河桑蚕示范园、横涧碾盘

人家、瓦窑沟龙首山庄等一批旅游扶贫

示范点。今年1至9月，全县共接待游

客357.4万人次，同比增长137.2 %，747

户2386名贫困人口从事旅游服务业脱

贫增收。

卢氏县积极开展景区及乡村旅游重

点村规划编制，乡村旅游和扶贫开发同

步规划、同步推进。

卢氏县采用“旅游+金融+企业”模

式，争取金融扶贫贷款6000余万元，县

内景区相继优化提升。采用“旅游+金

融+农户”模式，为农家乐争取金融扶

贫贷款近3000万元，培育、发展、提升

农家乐，拓宽群众脱贫增收渠道，逐步

形成景区与农户互促共荣的乡村旅游

发展格局。

11月21日，灵宝市城关镇南田村党员宋艳荣在自家大门上挂“党员家庭”牌。该镇通过党员家庭亮身份活动，在248户党员家庭

门前挂上“身份牌”，使党员身份公开化、党员形象具体化，增强了党员家庭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屈艺鸣摄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刘浩
博 王璐）日前，记者从邓州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获悉，在此前省第六环保督

察组转办的129件举报件办理中，该市

举一反三，全方位排查整改，交办件全部

办结。

10月24日至11月7日，省委、省政

府开展了为期15天的环保督察工作。

其间，邓州市累计收到省第六环保督察

组转办件17批129件。

邓州市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严格责

任落实，狠抓问题整改。为提高案件办

理效率和质量，该市探索总结出六个“第

一时间”工作法来处理交办案件的整改

工作，即第一时间领导签批、第一时间成

立专班、第一时间现场核查、第一时间制

订方案、第一时间落实整改、第一时间反

馈上报。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孔丽
英 杨千雨）“榆林乡大路张村在饮水安

全工程中超标准向群众收取自来水安装

入户费，区纪委给予村支书王建芳、村委

委员兼文书张水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村主任张土岭党内警告处分……”

日前，许昌市建安区纪委监察委发布扶

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通报。

今年以来，建安区纪委监察委坚持

聚焦民生领域，擦亮监督“探头”，高举

“问责”利剑，为脱贫攻坚保驾护航。建

立行业部门监管、领导包案、重点督办、

问题线索移交和月通报等机制，对群众

反响强烈的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快速反

应、严肃查处。围绕扶贫资金使用等重

点工作开展各类专项督查26次，对13

个乡镇32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投入的89

个扶贫项目进行督查和审计。坚持“一

案双查”“一案双究”，凡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一经查处，公开曝光。今年以

来，先后印发通报8期，其中涉及扶贫领

域典型违纪案例通报3期。

卢氏县

景区与农户互促共荣

邓州市

办结环保督察转办件

许昌市建安区

严查扶贫领域腐败

叶县冯金山夫妻俩

合力摘“穷帽”

灵宝市城关镇 党员家庭亮亮身份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