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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县马庄桥镇 脱贫路上与“菌”同行

“四议两公开”高质量提升南阳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段宝生李东辉姜永栋

滑县

加工粉条
农户增收

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再次提到“四议两公

开”，强调凡是农村的重要事项和重大问

题都要经党组织研究讨论，村级重大事项

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加强村务监督。

“四议两公开”，即村级事务通过村党

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

审议、村民代表会或村民会议决议，且决

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这一行之有效的工作法发源于南阳

邓州，并在南阳率先推广，持续拓展、延

伸、创新。

2014年8月，南阳市委、市政府出台

了《关于实施“强基工程”强力推进基层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把“深化‘四议两

公开’工作法、完善基层民主决策机制”作

为重点任务，明确规定“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在全市农村运用覆盖率要达到100%。

2018年6月，南阳市委出台了《关于

创新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提升脱贫

攻坚工作质量的意见》，对“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在脱贫攻坚中的具体运用流程及

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退出、精准帮扶、帮

扶资金和物资物品发放使用均有明确的

标准和规定。

2018年10月，南阳市委出台了《关

于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高质量工作体系

的意见》，把“创新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作为组织力提升工程的一部分。

至此，“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以其持久

的生命力，在南阳市经过始创发源、推广

运用之后，已进入拓展创新阶段。

南阳市不仅面积大、人口多，而且贫

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

十分艰巨。南阳市委、市政府在脱贫攻坚

主战场充分运用这套民主决策程序，逐步

从“破解脱贫攻坚难题”迈向“推动脱贫攻

坚高质量”、从“要用学用”变为“好用活

用”、从解决贫困群众“共性问题”到不断

满足“个性需求”。

代民言得民心

“今年村‘两委’集中换届加上脱贫攻

坚中贫困户退出，卧龙区的信访量却比过

去至少降低50%。”12月7日，南阳市卧龙

区组织部副部长刘建新接受记者采访时，

提及“四议两公开”，首先想到的是“两委”

换届和脱贫退出。刘建新说：“从前村‘两

委’换届前后，很多群众反映村班子财务

和拉票问题，再加上贫困户退出是农民非

常敏感的问题。此种情况下，信访量不仅

不升反而大降，正是‘四议两公开’常态化

运用之后的直观效果。”

“现在群众的法制意识比较强，用‘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也是对村干部的一种

保护。”对于干部们对“四议两公开”工作

法态度的转变，刘建新颇有感触地说，“精

准扶贫修路先行，村里修路的时候，通过

‘四议两公开’，路修多长多宽、工程造价

多少、路的质量、招标情况，党员、干部、群

众代表和普通群众都清清楚楚的。过去

是村支书一人说了算，暗箱操作，他就是

没贪污群众也怀疑他贪污。现在啥都摊

开了，村民也不怀疑了，干部自己也更轻

松、更有威信和底气了。”

“贫困户谁当谁不当、谁脱谁不脱，我

们都按‘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来做，没一个

村民上访或有意见的。”小石桥村村支书

张聚贤这样说。小石桥村是卧龙区石桥

镇的省级贫困村，共有3000多口人。张

聚贤说：“我们对全村800多户进行摸底

分析，经村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

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决议这套程序，

完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

退出，又通过决议公开和事实结果公开，

没有一户漏评、错评，每一步都摆在明面

上，群众也就没啥意见了。”

“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已经决

议的事就算个别人不同意，支部也不发

愁。”南召县南河店镇龙王庙村支部书记李

印感慨地说，“村部前那100亩小龙虾基地

是县里投资60万建的产业扶贫项目，需要

流转大量土地，但都是好地，个别人不同

意。通过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

会审议和代表会决议以后，群众都知道县

里投资给村里建产业扶贫项目，是让大家

脱贫致富的，地流转不成项目就黄了。最

后连普通群众都主动去劝那想不通的村

民。个别户迫于民意压力，怕被大家‘戳脊

梁骨’，100多亩地很快成功流转。”

作为“四议两公开”的发源地，邓州市

因地制宜不断探索，并把这一工作法成功

运用在脱贫攻坚中，取得了显著成效。邓

州市在贫困户动态调整中，把“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贯穿在确定扶贫对象的全过

程，并在贫困户退出过程中通过民主评议

实现精准退出。今年以来，邓州市通过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新识别贫困户247

户739人，拟脱贫退出4585户12304人，

并在产业帮扶、贫困户就业、贫困村基础

设施建设中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

群众参与决策、选准脱贫致富发展项目。

截至目前，“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助推邓州

市建成扶贫基地60余个、“巧媳妇”培训

基地38个、扶贫车间40余个，吸纳贫困

劳动力就业11360余人次，在92个村实

施光伏扶贫项目，保障了交通、电力、水

利、医疗、教育、住房等帮扶政策落实，贫

困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增强。

▶下转第二版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清丰县马庄

桥镇一个个关于“菌用”物质和“菌菇书

记”的故事在当地流传开来。

贫困户成了“小老板”

12月7日，记者在清丰县马庄桥镇赵

家村食用菌基地看到，400个塑料大棚整

齐排列，走进其中一座大棚，身材瘦小的

妇女卢利伟正麻利地搬运刚刚采摘的黑

皮鸡枞菌。她瘦削的手臂上戴着的一只

玉手镯格外显眼，这是今年春节前她给自

己买的礼物：“花了2000多块钱，结婚时

都没舍得买。”

记者估算着她承包的几个大棚一年

的收入，卢利伟光笑了笑，指着旁边的一

辆黑色汽车说：“买辆它不成问题。”

然而就在两年前，卢利伟根本不敢想

象自己能有这样的生活。“老公几年前摔伤，

三个孩子连上学都得借钱，天天愁眉苦脸。”

2016年 7月，清丰县开始实施“党

建+食用菌+扶贫”工程，党员干部扎根一

线，引导、扶持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凭

借食用菌种植，卢利伟不仅摆脱贫困，还

成了“小老板”，收菇忙时，她还要雇上七

八位村民帮忙。

离卢利伟的大棚不远处，一处蓝顶板

房内人声鼎沸，几十名妇女正忙得热火朝

天，她们争分夺秒地将一朵朵顶着“小伞”

的黑皮鸡枞菌削尖根部，按照标准分级、

装箱。在削菇大赛中获得二等奖的村民

张瑞霞说：“老太太一天都能削几十斤，挣

上百元，大伙儿都铆足了劲，要比谁削得

快、削得好。”

与卢利伟不同，村民史培振则利用5

万元扶贫贴息贷款入股食用菌龙头企业

做了“股东”，企业每个月分红500元。“单

是入股企业这一项，每年保底收益6000

元。如果经营得好，年底公司还能再分红

1000元。”

“菌菇书记”撑起“脱贫伞”

“黑皮鸡枞菌对地温、湿度要求比较

高，得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管理。”赵家村

党支部书记赵玉甫皮肤黝黑，拿着温度计

蹲在卢利伟的大棚里。

“多亏了‘蘑菇书记’，让俺摘掉了贫

困的帽子。”同样因食用菌种植收益的村

民闫彩玲乐呵呵地说。刚开始，村里搭起

免费大棚，动员贫困户用到户增收资金买

菌棒种植，闫彩玲却不敢报名，后经赵玉

甫多次登门劝说，闫彩玲才“开窍”。

“党建+食用菌+扶贫”工程实施以

来，赵玉甫一头扎进食用菌大棚里，把党

支部也搬了过来，村里的每一个党员都负

责联系一名贫困户的大棚。

马庄桥镇党委书记师敬川从见到记

者的第一刻起，话题就没离开过食用菌，

乡里的几百个大棚也走了多遍，长势、价

格等情况都“门儿清”。“食用菌分哪些种

类，木腐菌和草腐菌的区别，每个棚放多

少菌棒，温度该控制在多少度……这些咱

们党员都得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带领群众

致富。”

近几年，清丰县通过政府引导、产业

招商等措施，推进食用菌产业由传统种植

模式向工业化生产模式发展，先后引进、

培育出龙丰、瑞丰、科丰等一批食用菌生

产企业，工厂化品种有杏鲍菇、金针菇、海

鲜菇、白玉菇等。“清丰县以县城既有的几

个食用菌工业化企业为龙头，推进农村食

用菌示范基地建设，让食用菌成为全县的

主导产业之一。”清丰县委书记冯向军说。

12月15日，滑县慈周

寨镇西连屯村村民梁德

昌、伦玉真夫妇在把晒干

的红薯粉条打捆过称。今

年初，老梁种植了100亩

优质红薯用于制作粉条。

进入冬季，老梁的粉坊也

热闹起来，风味独特的“老

梁粉条”备受顾客喜爱。

毕兴世 摄

随着农民就业向城市的涌动,“谁

来种地”“怎样种地”等问题日益突出。

在新的形势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被国

家列入了战略规划。

在河南，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自2014

年开始承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

2018年11月，该校被确定为全国新型

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

截至目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已培

训新型职业农民1360人。通过培训，

这些新型农民对事业增进了信心，对未

来充满了憧憬，并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

胆略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新型农

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重点工

程，更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

和中国特色农民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院长杨炳学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

关乎现代农业的现实和未来的要事，关

乎人民安康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责任重大，做

就要做好，干就要干实！”

每年培训，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都成

立以主管校长为组长，继续教育学院及

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工作领导小组。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杨青）12月19日，记

者从河南银保监局获悉，该局近日制定

印发《河南银行业保险业支持民营企业

和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从十二个方面为支持我省民营企业和

小微企业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加高质

量的金融服务。

这十二项具体措施包括营造公平

融资环境、增加有效信贷供给、着力推

动纾困解难、有效化解债务风险、持续

降低融资成本、深化金融服务创新、改

进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新型银企关系、

强化政策贯彻执行、厚植良好信贷文

化、加强监管服务保障、打造良好外部

环境。该《措施》要求辖内银行保险机

构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和充足市场空间；加强外部联动，完善

风险分担机制和跨部门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共同营造利于民营和小微企业发

展的健康金融生态环境。

截至今年11月末，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2808.34亿元，

比年初增加881.66亿元；有贷款余额的

户数104.73万户，比年初增加11.83万

户。前三季度全省银行业机构共计减

费让利4.41亿元，9月末全省“无还本续

贷”余额达327.38亿元，预计可为小微

企业节约利息支出1.64亿元。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19日，记

者从省气象局获悉，省气象局近日制定

《2018-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气象保障

服务工作方案》（简称《方案》），重点围绕

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治理气象保障服

务需求，着力发展我省环境气象业务，为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赢蓝天保卫战提

供优良的保障服务。

按照《方案》，全省环境气象业务在

省、市、县三级气象部门开展。其中，省气

象局统筹建立完善环境气象业务流程和

业务规范，开展霾预报、预警和空气污染

气象条件预报业务，组织编制重污染天气

部门应急预案，统筹协调全省环境气象观

测站网体系建设，并建立环境气象业务创

新团队。各省辖市气象局和县气象局根

据指导产品，负责订正、制作、发布本辖区

霾、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服务产品。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魏维

讲好讲好““三农三农””故事故事 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为新型农民插上腾飞的翅膀

河南银保监局推出十二项措施
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

省气象局制定工作方案
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保障服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农业农村部

副部长张桃林19日表示，我国力争到2025年

实现农机装备品类基本齐全，产品质量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展目标。他是在国务院新

闻办19日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作出上

述表示的。

张桃林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2017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过66%，规模以上农机企业发展到2500多

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农机生产大国和使

用大国，农业生产方式实现了从主要依靠人

力畜力到主要依靠机械动力的历史性转变。

农业农村部将多方面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农业机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质

高效升级。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绿色高效新

机具新技术示范推广、推动智慧农业示范应

用，大力推广先进适用农机装备与机械化技

术；提高机械化作业便利程度、完善农机作业

配套设施，持续改进农机作业基础条件。

12月18日晚，新乡县翟坡镇朝阳

社区的文化广场一改往日的喧闹，没了

欢快激昂的音乐，宽阔的广场显得十分

“寂寞”。

“跳舞的人都去哪了？”“她们都去

申庆普家听党课啦！”路过的居民解答

了记者的疑问。原来，新乡县委党校的

“小院课堂”来到了朝阳社区，几十个居

民搬着小马扎，围坐在一户居民的小院

子里，听起了平时只有党员才会上的

“党课”。

据了解，为了打通基层理论宣讲的

“最后一公里”，新乡县委党校不仅加大

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将不同主题、不同

形式的培训常态化，还扩大党性知识培

训的群体，结合村民的空闲时间，将“党

课”送到各村、社区，送到群众的小院

里。“今天是‘小院课堂’的第一课，之后

每月都会进行一次，面向的就是普通群

众。”新乡县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

长李莹说。

朝阳社区的这堂课上，李莹带着社

区居民，一起回顾了当天上午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并回顾了朝阳社区的近年来的

变化。“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想

想这几年的生活，真是为我们国家感到

骄傲和自豪。”课后，朝阳社区舞蹈队成

员李国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次的

课，俺一定还要来听！”

为了让“党课”更符合群众口味，增

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小院课堂”

从与群众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着手，利

用视频、动画、图片等，用鲜活的事例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让党性教育

真正入脑入心。

国产农机质量
力争到2025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

小院里的“党课”

□本报记者马丙宇通讯员刘亚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