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史英
王占新)春节期间，邓州市桑庄镇与该

市文广新局联合开展的“文化扶贫送戏

下乡”活动，为群众献上一道文化大餐，

其中，剧目《李有命脱贫》更是得到了当

地群众的一致好评。

桑庄镇罗卷戏剧团自编自演的脱

贫攻坚剧目《李有命脱贫》，以该镇贫困

户李有命为原型，讲述了在党的扶贫政

策激励下，李有命自强自立，在扶贫培

训基地学习并掌握了农业种养实用技

术，靠自己的努力带领家庭脱贫，成为

“脱贫之星”的故事。该剧在桑庄镇19

个行政村巡回演出后深得群众好评。

《李有命脱贫》获群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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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国定在三门峡调研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工作时强调

补短板 强基础 抓示范 育亮点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

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
带动我省5万人创业就业

本报讯（记者杨青）2月 16日，以

“促进转移就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

的河南省2019年“春风行动”启动仪式

在柘城县千树园广场举行。来自省内

外的160家企业前来现场招聘，涉及工

业、农业、商贸、文化旅游、教育等行业，

吸引了约1万人次入场求职，达成就业

意愿协议2800多份。

我省作为农村人力资源大省已连

续14年开展“春风行动”，目前全省外出

务工的农民工已达2995.14万人，全省

农民工返乡创业124.12万人，带动就业

778.11万人，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转移就

业开辟了新途径，为增收脱贫增添了新

力量。省委、省政府高度关注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按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等有关部门要求，结合我省特点，返乡

创业与增收脱贫成为我省“春风行动”

的新亮点。今年“春风行动”在就业服

务方面，既有多种形式的现场招聘活

动，也有微信推送、远程招聘等线上服

务。在创新创业方面，将大力宣传返乡

创业政策，强化创业服务和创业培训；

在技能培训方面，将开发一批有针对性

的培训专业和课程，积极引导和组织农

村劳动力特别是“两后生”主动参加培

训，帮助其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在权益

维护方面，将重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法

律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全省各地的

“春风行动”将持续到3月底。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2月16日，鲁山县尧山公园内热闹

非凡，由中共鲁山县委、鲁山县人民政

府主办的刘兰芳艺术馆演出团“送欢笑

下基层”文化活动在此上演，吸引了周

边数千名群众前来观看。

当天的活动在千人表演广场舞《美

丽中国走起来》中拉开序幕，花板表演

《逛花灯》、河南坠子《放歌新时代》、苏州

评话《戏说方言》、相声《欢声笑语》、西河

大鼓《绕口令》等节目相继演出，精彩纷

呈。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的评

书《康熙买马》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赢

得了在场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本报讯（记者李政）2月15日至16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三门峡市陕州区、

卢氏县和渑池县等地调研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工作，并召开座谈会。

在陕州区张汴乡西王村，武国定走

进大棚种植户杨从丁的番茄大棚，询问

其家庭收入和大棚收益状况，当得知贫

困户杨从匣在大棚学习种植管理技术

并通过劳动获得7000元收入时，武国

定对这种“1+1”带贫模式表示称赞。在

曲村驻村工作队办公室，武国定向驻村

工作队员询问工作开展情况，了解工作

经费和补助费的落实状况，他表示，驻

村工作队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

感，扎根基层，落实政策，多办实事，为

脱贫攻坚做出更大贡献。

在卢氏县，武国定走进河南圣玛斯

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空气净化

器、新风系统等产品市场占比情况，鼓

励企业要树立大目标，争取上市，打造

百亿企业。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以食用菌研发、良种繁育为主的农

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武国定详细了解菌

种的研发、培育和菌棒生产情况，鼓励

企业要不断拓展国外市场，努力打出品

牌，做大做强。范里镇碾子沟村建立了

“双扶驿站”，村民通过生产劳动、参与

活动等行为累计积分，可以到驿站免费

换取生活用品，武国定详细了解驿站的

积分管理办法，并表示，这种管理办法

提升了群众对本村事务的参与度，在群

众中营造了良好氛围，激发了群众的内

生动力。

渑池县张村镇的河南庄村通过土

地流转发展楸树、花椒、丹参，实现增加

集体收入和群众分红，在详细了解该村

清产核资后的集体资产状况、流转土地

价格和种植管理情况后，武国定指出，

要坚持市场化手段，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规模化生产，

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杜家村通过拆

除旧房、清运陈年垃圾，使村容村貌得

到显著提升，武国定察看了村内污水处

理流程和废旧房屋拆除情况后指出，要

拆除危旧房屋、整治庭院，并对村庄进

行科学规划，解决“有新房没新村”的问

题，让乡村“面子”和“里子”都美起来。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王东亮）2月15日，河

南日报农村版“豫民帮忙”微信公众号首

期音频版上线。

“豫民帮忙”音频版依托河南日报农

村版广受欢迎的名专栏“豫民帮忙”倾力

打造，播报内容以“三农”新闻及惠农政

策、民生新闻为主，先期暂定每周一次，

选取一周服务性较强的“三农”类、民生

类新闻及最新惠农政策给予精炼加工，

同时辅以生活类服务常识、民俗知识等

内容，音乐、歌曲穿插其间，简短实用，轻

松活泼。

第一期播发内容包括：城乡居民基

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多项补贴助农

民工返乡创业、2019年河南十件民生实

事公布及年后注意及时丢弃变质食品等

内容。音频时长5分钟左右，附在音频

后的文字版图文并茂，可供查阅没有听

清的内容。欢迎搜索“ncbymbm”，关

注“豫民帮忙”微信公众号。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我们6人从内蒙古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出发，用了29个小

时，开车1900公里，就是想参

加一下优秀曲目展演，向大家

传播独特的草原曲艺文化，感

受一下马街书会的盛况。”2

月17日，从内蒙古赶来参加

马街书会的小伙子格根株格

说。

当日，被誉为中国民间传

统曲艺艺苑奇葩的马街书会

在宝丰县杨庄镇马街村的一

块麦田里精彩开锣。“近 40

年，我几乎年年来，在书会上

唱上几段、会会老友，感觉可

舒坦。”来自郏县薛店镇的73

岁老艺人张花荣说，他从13

岁开始学艺，亲眼见证了这些

年来马街书会的繁盛。

据了解，本届马街书会到

会艺人1336人，艺人摊位数

460余个，当天参会群众25万

人次，举办了马街书会第十四

届全国优秀曲艺节目展演、马

街书会第七届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曲艺展演、马街书会

第二届长篇大书擂台赛、中国

曲协文艺小分队深入山区扶

贫演出等活动。

百姓乐享“文化盛宴”

“出门不再两脚泥，彻底改变群众出

行难。方城县袁店乡排间道建设在全县

率先完成，实现了户户通水泥路的历史性

变革。”近日，方城县委副书记、县长段文

汉在县脱贫攻坚指挥部第二十五次周调

度会上，对袁店乡的评价引发热议。

走进袁店乡，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番新

景象：平坦整洁的水泥路蜿蜒到村民家门

口，排排通、户户通，群众的期盼变为现

实。

从脏乱泥泞到洁净通畅，袁店村村民

胡玉明谈及村里道路的变化深有感触：

“以前外出晴天一身土，下雨就出不去

门。现在路面干净宽敞了，出门再也不用

担心了。”话音刚落，同村的马军接着话茬

说：“可不是，我在村里开了个代销点，没

修路时一到下雨天胶鞋就卖得快，现在路

修好了胶鞋也没人要了。胶鞋没人要是

好事啊，咱老百姓出行方便了比啥都强。”

在袁店乡干群的共同努力下，该乡

52个自然村全部完成“户户通”，硬化道

路31万平方米，提前向县委、县政府交上

了完美的民生答卷。

去年7月全县动员会召开后，袁店乡

四里营村按照乡党委、乡政府的部署，对

村庄道路及排间道进行彻底整修。村党

支部书记王广代每天挨家挨户做工作，村

民纷纷自发出工出力，同时，动员在外创

业的企业家捐资修路，平整的水泥路成了

干群的“连心路”。

“路修好了，环境更得搞好，不能随便

丢垃圾。”靳庄村村民王付海说。“环境的

改善提升了村民的素质，也增强了大家的

环保意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袁店村党

支部书记武付军说。

在汉山村，村路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汽车蜿蜒盘旋而上，呈现在眼前的是

一望无际的“花果山”。而就在两个月前，

这条土路还是制约村里发展的“绊脚石”。

“路不好走，外地客商不愿意来，蘑菇

价格也受影响。现在路修好了，今年我们

一下就增收了上万元。”方城县菌丰食用

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办人杨海征感受到

了一条好路的重要性。

实施“户户通”工程，是方城县助力脱

贫攻坚的重要抓手，该县不仅采取县财政

补贴水泥的办法，对全县17个乡镇（街

道）26万农户每户补贴水泥15袋，共补贴

水泥19万吨，投入资金7000余万元，还

撬动社会资金9000余万元，形成政府引

导、群众参与、社会共建的良好局面。

方城县袁店乡 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谭天

2月17日，在汝阳县柏树乡第六届闹元宵戏迷擂台赛中，获奖选手喜笑颜开。当天，该乡以“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为主题，组织13个村的戏迷选手进行擂台赛，活跃群众文化

生活。康红军 摄

宝丰马街书会精彩开锣

刘兰芳为鲁山人送欢笑 我省2019年“春风行动”启动

本报“豫民帮忙”微信公众号
推出音频版

本报讯（记者田明）刚刚过去的周

末阳光刚露头，一场雨雪天气再次光顾

我省。2月17日省气象台提醒，目前正

值春运返程高峰，雨雪天气易导致道路

湿滑，加之部分地区会有积雪和道路结

冰,需关注重要交通枢纽和交通干线的

疏导和安全保障，及时清除道路积雪、

积冰，确保城市道路交通顺畅。

据预报，2月18日白天，全省阴天，

淮河以南有雨夹雪，局部中到大雪，黄

河以北有小雪或零星小雪，其他地区有

小到中雪，其中驻马店、漯河、周口三地

区和南阳、平顶山、商丘三地区南部部

分地区有大雪，局部暴雪。18日夜里，

东部、东南部小雪或雨夹雪逐渐停止转

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19日到

20日白天，西南部、南部阴天间多云，其

他地区多云到阴天。20日下午到夜里，

黄河以南阴天，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他

地区阴天间多云。

18日夜间至19日上午，随着我省

雨雪天气结束，地面相对湿度较高，有

利于大雾的产生，提醒公众关注预警信

息的发布，注意出行安全。

雨雪再袭来 出行要注意

2月17日，一年一度的杜寨书会在许昌市建安区苏桥镇杜寨村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欢聚一堂，

为群众献上精彩演出。牛书培 摄

据新华社郑州2月17日电 记者从河南

省财政厅获悉，截至目前，该省省级农民工返

乡创业投资基金完成投资项目18个，投资金

额48.72亿元，带动返乡农民工创业就业5万

余人。

据了解，2017年年底，河南省设立省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旨在进一步发挥

财政职能作用，引导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基金首期投资规模50亿元，其中省财政出资

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45亿元。

河南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从目前

情况来看，基金高效运转既促进了农民工返

乡创业，又吸纳了农民工就业，同时也提高了

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实现了共赢。河南通过

统筹整合财政资金设立基金的模式，采取市

场化运作，为企业提供直接股权融资途径，充

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

用。

据悉，河南还将尽快启动二期基金设立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