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鳞次栉比的房舍，干净整洁的道路，绿

意盎然的广场……1月21日，走进叶县常

村镇西刘庄村，记者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个

昔日贫困的小山村已成功华丽转身。

“西刘庄村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村，7

个村民组886口人，耕地面积664亩，山

地面积4000余亩，农户主要经济来源靠

外出务工和饲养牛羊。如今，水泥路直通

到家门口，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目前

正在安装天然气，不愁吃，不愁穿，教育、

医疗、住房都有保障，俺们这日子越过越

得劲。”村党支部书记刘随伸说。

西刘庄村的变化得益于该县强力开

展的精准扶贫工作。目前，该县123个贫

困村和西刘庄村一样实现了美丽嬗变。

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财政的支

持。2018年，叶县财政部门坚决落实上

级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发挥职能作

用，履行责任担当，强化财力保障，助力脱

贫攻坚。

强力推进扶贫资金统筹。叶县制定

并下发了《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

金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了整合原则、整

合范围、整合方式、项目管理部门，按照

“大类间统筹，跨类别使用”的原则，应统

尽统，应整尽整，围绕脱贫攻坚工程规划，

精准使用资金。

优先保障扶贫资金支付。县财政部

门千方百计争取资金，多方筹资融资，压

缩其他支出，除保工资、保民生等必要的

支出外，其他资金全部用于保扶贫，预算

安排资金、债券资金、回收存量资金优先

向扶贫项目倾斜。在财政资金十分短缺

的情况下，对纳入扶贫支付范围的项目资

金优先安排、优先受理、优先支付。

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建立了完善的

扶贫资金管理制度，为资金监管工作提供

了基础政策依据。成立财政系统扶贫资

金监管办公室，加强统筹协调，督促加快

扶贫项目库及项目建设，及时报账，按周

分乡镇、分部门通报资金支付进度，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制定并下发了《扶

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扶贫资金来

源、资金规模、资金用途、使用单位、分配

原则、分配结果等全部及时进行公示，自

觉接受方方面面的监督。

严格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扶贫

报账审核制度。所有资金通过国库单一

账户体系，直接将财政资金支付到供应

商，严禁提取和支付现金。涉及贫困人口

个人的补助类资金，通过财政“一卡通”系

统直接发放到个人账户。强化监督问效

和日常监督，明确各部门分工，加强上下

衔接，全程落实对扶贫资金的监督职责。

对照上级审计、财政、扶贫部门发现的问

题建立专门工作台账，定期督导检查，发

现问题及时分析，查找漏洞，制定措施，积

极整改，堵塞了管理漏洞。适时修订完善

扶贫项目实施方案，稳妥开展闲置资金清

收清查工作，避免资金闲置，提高了扶贫

资金使用效益。

与此同时，专门设立财政部门扶贫资

金评审小组、扶贫资金报账专柜，开通扶

贫资金“绿色支付通道”，增加人员，随到

随办。简化扶贫项目评审、采购、报账审

批程序，实行限期办理，加快审核报账，提

高了工作效率。

2018年，叶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6.2

亿元用于扶贫项目，另多方筹措近5亿元

支持脱贫攻坚，该县农村道路、危房改造、

教育扶贫、饮水安全等项目大头落地，产

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2018年，全县农

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06%，村集体经济收

益达5万元以上，50多个村集体收益达

20万元以上。

1月19日，在睢县城关镇袁庄村扶贫车间，女工在生产鞋帮。这个扶贫车间自2018年10月建成投产以来，带动40户贫困户就

业，人均月收入1700余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本报讯 1月19日，中原古玩城大

华书画院今年第一次小型书画展开展。

这次展览将延续到春节。

院长孙耀和说，2019年是建国70

周年，也是大华书画院成立10周年。这

次举办的小型五人书画联展为大华书画

院今年的系列书画活动开了个好头。

本次画展受到新密市企业家司国

臣、常占峰等人的支持。开展当天，近百

名书画爱好者观看了画展。（华盛）

◀上接第一版
城区绿化中，按照生态园林和海绵城

市的理念要求，以迎接2019年世界月季大

会为契机，以新建8座游园、提升16座游

园为点，以打造2条滨河月季特色景观带、

3条绿化精品观赏环路为线，以社会绿化、

空气绿化为面，通过今冬明春的努力，达到

打造亮点、串珠成线、辐射连片的效果；乡

村绿化中，以生态廊道、围村林、国储林为

主，今冬明春完成营造林3.1万亩，新发展

花卉苗木6000亩，各乡镇新建3000平方

米以上游园1处，5年新增造林面积10.6

万亩、花卉苗木1.8万亩，村村有游园，打

造出绿量适宜、稳定高效的生态系统。

“作为南阳两区之一，卧龙区依附于

南阳市，可以说是南阳的后花园，花园自然

得有树有草。卧龙区和县里还不太一样，

县里要的是大生态、大经济林。和山水林

资源相比，卧龙区的土地不多，也不能为了

种树把耕地占了、山坡毁了。所以卧龙区

立足实际，把区内的坑塘堰坝以及院前院

后的闲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改建成游园，

既装扮了卧龙区，又和生态大势相吻合。”

说到卧龙区的定位，贾星远认为首先要立

足实际，只有立足实际才能定位精准。

卧龙区位于南阳市中心城区西部，境

内有丰富的山水林资源。在目标定位上，

卧龙区立足城郊区位优势，发挥乡村资源

优势，建设森林卧龙，培育旅游资源，改善

城市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在工作思路上，

以建设森林卧龙为主脉，融合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工作，实现生态建设、民生建设的

互促互动；坚持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

借力发展林下经济和林果经济，实现生态

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合理搭配树种，注

意景观效果，以林业景观化推进城郊生态

游，实现一产、三产就地融合。

栽百年树：服务民生，质量意识

“我觉得今年栽树和原先不同，不是

为了栽树而栽树，确实是为了俺们老百姓

自己。”

家住卧龙区青华镇的郭留梅今年61

岁，这几年最大的爱好就是晨练、广场舞和

出门散步，青华镇的每一点变化她都看在

眼里。郭留梅说：“从前栽树，成活率没有

保证，感觉像是为了迎接检查才栽的。今

年感觉明显不一样，无论是树种、树间距还

是成活率和长势都比往年好，就我常见的

新栽的树没有一棵没栽活的。我就发现

过去是一堆垃圾的地方如今变成绿地了，

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有廊道有椅子，公厕

多了，绿地多了，路修了，坑塘清理了，这些

都是俺们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如今

栽树真是接地气儿，俺是发自内心地欢

迎。”

郭留梅眼中的变化，正是卧龙区园林

绿化和乡村绿化中“立足服务群众，符合群

众实际需求，不为种树而种树，要为建设而

建设”的指导性思想以及“环境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要具有服务民生、改善民生的功

能”理念的具体体现。

在加快建设森林卧龙工作中，卧龙区

始终强调服务民生、便民利民。 卧龙区把

游园建设、三清一改、公共服务、脱贫攻坚

等工作融入环境建设中，无论是游园建设

还是公厕建设，不为建而建、为景而景；注

入海绵城市理念，充分考虑村落布局、三清

一改、供排水等因素，符合群众实际需求，

让这些建设真正成为改善环境、便民利民

的民心工程；通过对坑塘堰坝的清淤 、植

树造林以及对城区的见缝插针、见空补绿，

让老百姓享受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

时也享受到生态文明，特别是村级游园的

建立以及把三清一改和两貌提升相结合，

让农村百姓也能切实享受到生态实惠。

而郭留梅所说的如今栽树成活率高，

则是森林卧龙建设过程中质量意识的体

现。在森林卧龙建设中，无论是林网建设，

还是游园、公厕建设，卧龙区坚持把质量放

在首位，树立质量意识，做到久久为功，确

保栽一棵活一棵，抓一件成一件，植百年树

木，建不朽园林。为保证卧龙区园林绿化

及乡村绿化质量，分别由区委书记、区长、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带队，先后开展了中心

城区园林建设观摩活动、赴镇平县观摩植

树造林活动，并相继组织了乡村绿化战地

会、乡村绿化观摩评比等活动。

在质量管理上，卧龙区健全质量管控

机制，组织4个技术服务组对15个涉林乡

镇进行指导和管理，做到林网建设纵横成

线，本土树种合理搭配，造林与造景同步形

成，达到“植一块地，活一片绿，成一处景”

的效果，邀请市园林部门对游园进行规划

设计，完善生态要素和功能。在具体操作

当中，特别是南邓路，边沟下施工垃圾、建

筑垃圾多，树穴按标准开挖，并且要求清理

换土；镇区道路的行道树，为避免过往车辆

的碰撞，考虑在树穴周边围上树牙石，从而

通过高质量的栽植、高标准的管护，确保早

成林、早成景。

为确保造林质量，卧龙区今冬明春组

织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参加的五次观

摩评比推进活动：第一次2018年12月中

旬，第二次2019年1月上旬，第三次2019

年1月下旬，第四次2019年2月下旬，第

五次2019年3月下旬。区财政每次观摩

评比将拿出150万元资金根据实际造林情

况和评比情况实行以奖代补，以促进全区

造林绿化工作开展。今冬明春造林从

2018年11月22日开始，三天一督查，一

周一通报，一月一排队，直至年度目标完

成。

示范引领：南北并举，“卧龙之肺”

“这1017平方公里的土地，是祖先留

给咱卧龙的宝贵财富，每一寸土地都是宝

贵的。我们得珍惜这不可再生的土地资

源，在发展产业上我们要注意土地的节约

利用，保护好生态环境，把这一片净土保护

好、建设好，发展好，绝不能做吃祖宗饭、断

子孙路的事儿。”

对于卧龙人民脚下的这片土地，区委

书记高贤信有着深沉的情感，以至于当他

说到“每一寸”三个字时格外庄重且缓慢。

对于如何在这101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把

森林卧龙建设工作做好，卧龙区有自己的

思考：在打造南、北精品亮点工程的同时，

提出了“装点灵秀谢庄，构造卧龙之肺”的

建设目标，从而在全区形成标杆引领、示范

带动的局面。

在南部平原区域，卧龙区以青华镇为

试点，建设精品林网综合示范区，把区内丰

富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产业，实现生态

建设、民生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共赢，通过两

年努力把项目区打造为宜居宜业的生活

空间、环境优美的生态空间，成为集社会、

生态、经济为一体的综合示范区。项目区

内共有土地3.6万亩，通过今冬明春的建

设，新增林地4090亩；在4个试点村建设

特色游园、水冲式公厕、爱心超市和便民服

务点，创建市、区级党建示范点；项目区内

45个自然村村村有公厕，户户有厕所。目

前，示范区内造林用地全部流转到位，完成

栽植面积60%；游园、公厕等民生工程全

部启动，春节前可全部完成。

在北部浅山丘陵区域，以北端的潦河

坡镇2000亩国储林项目为契机，丰富、完

善生态景观，建设北部生态观光环线，引领

全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态环线沿线，

按照县级道路两侧各30米、乡级道路两侧

各20米的宽林带建设标准，全程植绿补

绿，新增通道林1700亩，做到绿线连贯不

断；新建成游园7个、人工湖景点2个，在

建游园6个；环线村庄宣传竹柏传统文化，

引导、动员群众开展“竹林围村，柏丛遮坟”

行动，打造林荫村落。潦河坡镇国储林项

目的实施，不仅能够加快森林卧龙建设，还

能进一步丰富、完善北部区域生态景观区，

促进区域发展。

谢庄镇位于卧龙区北部浅山丘陵区，

南阳九架孤山有其四。在目标定位上，谢

庄镇立足荒山荒坡多、水域面积大的优势，

提出了“装点灵秀谢庄，构造卧龙之肺”的

建设目标；在工作思路上，谢庄镇把生态建

设作为推进发展的新的动力，根据镇情和

自身特点，拟定了走“生态游+”的工作思

路，确立了“全域旅游化、全域景观化”的目

标，并自觉融入“清水绿岸，美丽卧龙”的大

格局中来谋划；在经济效益上，坚持生态经

济化、经济生态化，突出“以林造景”“以景

促游”，实现生态效益的同时，把生态资源

转化为绿色产业。近年来，该镇以2条过

境高速、5条县乡道沿线绿化和森林组团

建设为载体，推进林业生态持续向好。

自建设森林卧龙工作启动以来，截至

目前，卧龙区完成造林4270亩、补植补造

2260亩、森林抚育12000亩、特色经济林

700亩、国储林1700亩，合计完成营造林

20930亩，占今冬明春总任务30967亩的

67.5%。中心城区24座新建和提升的游

园全部开工，月季特色景观和绿化精品观

赏环路基本建成。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

时，在实际操作当中，卧龙区也面临着绿色

惠民的细节性探索，如垃圾管理机制和管

护成本的探索、“柏丛挡坟”中既保证绿化

效果又充分尊重民俗的探索、湿地公园建

设中鸟栖息地搭建的探索等等。未来在

这些细节探索上所做的努力，就像卧龙区

水域旁推广种植的金丝垂柳一样，必然成

为森林卧龙加速建设以及百姓满意度提

升的助推器。

“俺在这车间上班快一年了，忙时种

地，闲了来工作，每年挣1万多块钱。这

回往国外发的货也有俺的功劳哩。”1月

19日，宜阳县赵保镇西赵村贫困户刘改

利骄傲地晒出了自己的工资单。窗外寒

风刺骨，窗户玻璃也蒙上了一层白雾，但

刘改利和她的工友心里暖洋洋的，他们参

与生产的第一批皮球已经发往美国。

刘改利今年30岁，尽管有奋发向上

的心，奈何家人身有残疾，她只能在家赡

养老人、抚养子女，靠种几亩薄田和丈夫

外出务工生活。这时，村里新建成的扶贫

车间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刘改利从勤杂

工干起，踏踏实实干了一年，现在她正在

学习皮球制作工艺，想尽快从勤杂工变成

技术工。婆婆也被刘改利叫到车间干活，

婆媳俩勤快能干，给来车间务工的18户

贫困户起了个好头。

西赵村地处丘陵山区，现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214户875人。2018年，占地

20亩的西赵村扶贫车间建成，有标准厂

房 5000平方米，河南奥斯顿实业有限

公司成了第一个在这里落户的“金凤

凰”。

奥斯顿实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加

工、销售体育用品，主打产品是学生训练

用足球、排球等，产品出口到美国、日本、

巴西等国家。该公司每年生产球类产品

500万个，年产值达2亿元，年创利税600

万元，产品质量享誉海内外。作为劳动密

集型产业，该公司可为当地提供务工岗位

300个，技术工人每人每月可收入2500

元以上。

“扶贫车间增加了村级集体收入，提

升了企业效益，激活了农村经济，促进了

农村稳定，也为乡村振兴奠定了产业基

础、提供了人才支撑，实现了多方共赢。”

赵保镇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杨绪伟）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

公厅发布“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

商城县凭借“商城民歌”成功入选。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民间

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文化和旅游部开展了

2018～2020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申报和评审命名工作，全国175个县

区和乡镇入选,河南省有9个县区和乡镇

入选。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命名周期

为3年。此次获评，是商城县继2011年、

2014年后，连续第三次以“商城民歌”文

化品牌项目上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

商城县素有“歌舞之乡”美誉，商城民

间歌舞曾创造过六次进京演出的辉煌。

目前，该县已搜集、整理出的商城民歌有

七八百首，涵盖号子、山歌、田歌、小调、灯

歌、叙事歌、经调等各类曲式结构体式，词

句生动、曲调优美，兼具吴曲楚歌的清新

婉约和中原曲艺的粗犷豪放。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蒋士
勋 闫立衡）1月16日，记者从荥阳市委

宣传部获悉，该市广武镇孙寨村村民李

良军用爱为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孩子撑

起幸福家庭，成为“出彩河南人·2018年

度好人榜诚实守信上榜人物”。

为进一步叫响“河南好人”品牌，省

文明办在全省开展了2018年度“河南好

人榜”人物选树工作，其中评出“出彩河

南人·2018年度好人榜诚实守信上榜人

物”10名。经过逐级遴选、组织审核、择

优推荐、网络评议、候选公示等程序，李

良军等10人入选“河南省诚实守信类

好人”。

李良军是荥阳市广武镇孙寨村村

民、荥阳市洁力有限公司工人，原籍湖北

省，1995年8月在荥阳打工时，经人介

绍，认识了丧夫、已有一个9岁儿子和7

岁女儿的广武镇孙寨村村民王爱仙。两

人结婚7个月后，王爱仙查出患有肺癌，

一年后去世，留给李良军两个孩子和治

病欠下的12万元债务。为了妻子的临

终嘱托，李良军没有再娶，一直留在孙寨

村，含辛茹苦带大了同自己没有血缘关

系的两个孩子。如今，20多年过去了，

在李良军的努力下，家里的债务早已还

清，儿子、女儿都已成家立业，都过上了

幸福生活。

让山水林“绿色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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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近期我省气温偏

高，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宜，光照较前期有

所改善。1月21日，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

农民朋友做好以防冻保苗为中心的田间

管理工作，加强防冻、控旺、促壮等措施。

据悉，本周全省降水量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少，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1℃到2℃。从目前至1月27日，豫中部

分县（市）及豫北、豫西、豫西南、淮南局部

存在不同程度旱情，个别县（市）土壤相对

湿度降至50%以下，为中度干旱；豫东、

豫南局部土壤相对湿度在90%以上，为

偏湿；其他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说，本周我省基本无

降水，豫北、豫中等墒情不足的地区应继

续做好保墒工作，可采用农家肥掺粉碎的

秸秆顺垄覆盖等措施，减少土壤水分散

失。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在冷空气来临

前，对抗寒能力较差的作物可采取中耕培

土、增施有机肥等措施，减轻冻害风险。

此外，设施农业要注意保温防冻，

冷空气来临时可适当采取人工增温等

防冻措施，加固大棚防止棚膜受损，并

增加棚内透光。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21日，省教

育厅要求，寒假期间，各地要重点做好学

科类培训监控，对假期开展的学科类培

训班严格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示，严禁

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

等内容的培训。

据悉，寒假期间，各地将采取随机抽

查、明察暗访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再

次进行全面排查。根据要求，各地要制

定回头看方案，明确时间安排和任务分

工，落实责任到人。省教育厅将对各地

集中整改回头看情况进行抽查和暗访，

对发现的问题将在全省通报。

此外，将重点巡查校外培训机构集

中的热点区域，一旦发现校外培训机构

违规开展培训，将严肃查处，对拒不整

改、屡教不改的机构予以取缔，并提请市

场监管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1月18日上

午，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大会100天倒

计时千人誓师大会在南阳市举行。

大会宣布了首批荣获“南阳市月季

大师”荣誉称号的获奖人员名单。

据了解，定于4月27日～5月2日

在南阳市举办的2019年世界月季洲际

大会，是南阳市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的国际性专业花事盛会，自

2017年2月大会筹办工作启动以来，各

项筹备任务扎实有序推进，当前已经进

入扫尾收官的冲刺阶段。

叶县 整合涉农资金 护航精准扶贫

宜阳县 车间开到村头 农民家门口挣钱

省农业气象专家提醒

小麦田间管理要做好防冻保苗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珂赵言歌

我省加强学科类培训监控

商城县入选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荥阳李良军荣登“河南好人榜”

大华书画院小型画展开展

南阳举行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誓师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