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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张庆元史
源远）“南阳马上就有高铁了，到时候一个多

小时就能到郑州，还能去重庆吃正宗火锅，

想想都兴奋。”7月9日，一位韩姓市民的话

道出了无数南阳市民的心声。

2016年6月，郑万高铁全线开工。为

加强高铁南阳站配套设施建设，高铁片区

被提上日程，南阳市宛城区被确定为项目

建设主体单位。

根据规划，高铁片区共分启动区、科

创片区、会展片区、文旅片区、物流片区共

5个功能区，先期建设的起步区占地约

1600亩，计划在2019年10月全面通车后

投入使用，托起宛城崛起的“腾飞梦”。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李宁贺）7月4日，鲁山县琴台街道余

堂社区贫困户张全平刚把挤好的牛奶掂

到家门外，附近的村民们就开始排着长

队买奶。“离开党的扶贫好政策，离开各

级干部的帮扶，俺难有今天的成就。”张

全平说。

今年54岁的张全平，前几年为妻子

治疗癌症而负债受困，2014年，妻子最

终还是撒手人寰。随后，他家被评定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余堂社区扶贫专干张

书喆帮他借来1.6万元，于2016年买了

一大一小两头奶牛进行饲养。

从此，张全平起早贪黑，对奶牛进行

精心管理。为帮张全平掌握养牛技术，

街道和社区干部多次介绍他参加养殖技

术培训班，结对帮扶他的鲁山县委办干

部刘永保更是专程从郑州请来畜牧专

家，手把手地教张全平学习如何养牛。

2017年，全面掌握养牛技术后，张全平

利用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进一步扩大

了养殖规模。

张全平的奶牛场旁边，有一个两米

多高的秸秆垛。“全平真是勤劳的人，这

些秸秆不是收购来的，全是他自己从别

人丢弃在田间地头的秸秆中挑拣后拉回

来的。”张书喆介绍。

如今，张全平家的奶牛已发展到16

头，每头每天至少能挤30公斤牛奶。由

于他从不在奶里掺水弄假，每斤牛奶价

格还比别处便宜不少钱，附近的村民都

喜欢到他这里购买。张全平每天不用出

门，牛奶就能销售一空。

从去年开始，鲁山县对贫困户发展

种养产业项目实行奖补，张全平领到了

最高标准的奖补资金4000元。在张全

平的影响下，余堂社区又有六七户贫困

户发展起养殖项目。

2018年，张全平的收入超过了20

万元，在顺利实现脱贫的同时，也找到了

自己另一半，同当地一位勤劳质朴的妇

女走到了一起。

南阳市宛城区
高铁片区托起“腾飞梦”

鲁山县梁洼镇张全平

养奶牛养出幸福生活

“雪呀，我和儿媳妇间闹了点别扭，心

里总是一个大疙瘩。”“大娘，有啥放不下

的事，您跟我说道说道。”正阳县真阳街道

办事处陈庄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负责

人于雪每天都与老人们快乐相处，其乐融

融，亲如一家。

2005年，于雪与丈夫李红坡结婚后，

在正阳县城开办了一家婚纱摄影店，事业

最红火的时候，曾雇用12名员工。虽然

在经营着婚纱摄影店，但他们还是比较看

好老年事业。

2016年，于雪通过到郑州学习，先后

获得“高级养老护理员”资格和“老年人健

康评估师”证书。随后又到郑州、许昌、鹤

壁、兰考等老年服务事业开展得比较好的

地方实地考察学习，基本上掌握了养老服

务机构的管理、老年人的护理、心理沟通

及相关政策。

2017年4月，她和丈夫毅然放弃了

婚纱摄影店，成立了“幸福家园养老公

司”，并于当年接手了位于正阳县城北郊

的“陈庄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简称

养老服务中心）的经营管理，于雪基本上

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养老服务

中心上。根据老年人的需要，养老服务

中心设立了康复训练室、电脑上网室、日

间休息室等功能区域，免费为老人提供

血压测量、康复训练、棋牌娱乐、健康档

案管理等34种服务项目，并制定了相关

的规章制度，让老人们在熟悉规章制度

后，在上面逐个签名。“为老年人服务是

个精细活，每个细节都得考虑到。”于雪

笑着说。

对愿意来养老服务中心接受服务的

老年人，她都认真做好建档登记工作，这

是对老年人负责，也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

好的服务。眼下经常来接受服务的老年

人有180位，年龄最长者已过鲐背之年，

来这里路程最远的老年人将近3公里。

“有这么多的老人愿意来，有的老人跑这

么远的路往这来，这是对我的喜欢，也是

对我的信任。”于雪欣慰地说。

于雪对老人们好，老人们更是把于雪

当亲闺女看待。新手机玩不转了要她教，

有的老人心里不舒服找她唠，还有的两天

不见就想她，不少老人家里有了啥好吃

的，非要带点让她尝尝不可。

平时于雪把精力都搁在了这些老人

身上，孩子都很少顾及，只好由年迈的公

公婆婆照管，有时候回到家里婆婆难免发

牢骚，她只管听，不说话，“你只要想着她

帮着带孩子的辛苦、想着她的好就好了。”

与丈夫结婚14年，她从来没和公公婆婆

红过脸，每年的父亲节、母亲节以及他们

的生日，她都会给两位老人买礼物，老人

在外面逢人就夸儿媳妇好。

去年，于雪被真阳街道办事处陈庄社

区授予“优秀党群志愿者”，今年3月份，她

被正阳县妇联会授予“巾帼建功标兵”，同

时被命名为“三八红旗手”。

本报讯 7月11日，郑州市金水区科技

局联合区发改统计局召开激励引导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政策培训会。

会议围绕“全面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激

励引导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推动辖区产

业转型升级”主题，邀请市统计部门、科技

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对“研发费用统计报表

填报及注意事项、各级研发费用补助政

策、科技创新‘1+N政策’”进行了详细的

解读。（赵胤博）

本报讯（通讯员贺书云 记者黄红立
实习生李浩强）日前，民盟河南省铁路总

支委员会文化支部赴洛阳市洛宁县马店

镇田村小学开展“盟动中原——教育扶贫

公益捐赠”活动。

马店镇是省民盟对口帮扶镇。省民

盟在帮扶中对该镇在安全饮水项目资金

落实、千亩生态林项目建设、支持金珠沙

梨产业发展、法律援助、教育扶贫等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民盟河南省铁路总支副主委李在臣

代表支部向田村小学捐赠了图书、电脑及

打印机、书包等学习用品总价值近四万

元。爱心人士孙明等分别与田村小学签

订了帮扶协议，与杨聪慧等8名贫困生结

成一对一帮扶对子，承诺每年资助贫困生

1000元助学金、春冬装各一套。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11日，省招

办公布了定向培养士官院校2019年在

河南省招生体检、面试控制分数线，各

地市考生分批参加体检、面试安排同时

公布。

省招办公布信息显示，今年定向

培养士官院校在豫招生体检、面试控

制分数线分别为：男生文理科均为

160 分，女生文科 439 分、理科 355

分。政策规定，凡专科提前批填报定

向培养士官院校志愿、政治考核合格

且高考文化课成绩达到控制分数线的

考生，须按要求携带本人身份证、准考

证、面试表、政治考核表在规定时间内

到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南龙湖校区

参加体检、面试。招生部门提醒考生，

须于体检当日6：00前空腹到达体检、

面试现场。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崔瑞
卿）“我们把招投标全程搬到‘线上’，抽调

纪委、审计、发改等多个部门组成监督管

理小组，加强事前、过程、结果的全流程监

管，有效遏制交易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腐

败问题。”近日，临颍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

人面对记者时表示，将严格把控公共资源

交易领域廉政风险。

今年4月9日，临颍县城区外环线道

路建设项目东环一期工程在该县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上进行招标，5家来自全国各

地的企业参与，随机抽取的5名省专家库

评委参与打分，最终上海的一家公司胜

出，获得该标的。

这一招标的全过程，都在由该县纪委

监委牵头参与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监督

小组的“眼皮底下”进行。

今年以来，临颍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公共资源交易、工程建设招投

标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教

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

系，强化源头防腐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地

降低廉政风险，切实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的

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

该县纪委监委把推动“管办分离”作

为切入点，以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的

权力运行为核心，以加强制度建设为重

点，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分权、制

约、监督为手段，着力构建公共资源交易

过程中权力运行前期预防、中期监控、后

期处置有机结合的公共资源交易廉政风

险防控机制，依托公共资源交易监管平

台，与审计、发改和各行政主管部门联合，

将所有招投标交易过程纳入动态实时监

控，全方位监督交易全过程。同时对工程

建设招投标、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等

公共资源交易进行后续检查，实现全程留

痕、操作可溯。

不仅如此，该县督促指导公共资源交

易管理部门不断建立优化相关制度，完善

流程管理，下发《临颍县公共资源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临颍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办法》等制度文件，围绕公共资源交易领

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重点股室、重点部

位和关键流程，明确监管部门与交易中心

的不同职责范畴，避免出现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的现象。

在全方位立体式监督下，县公共资源

交易管理部门强化内控制度管理，会同纪

检监察部门开展经常性廉政警示教育，“零

距离”旁听公共资源交易腐败案件庭审，编

发典型案例学习教材，有针对性的选取公

共资源领域发生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认

真剖析案发原因，用现实案件说纪讲法，提

醒干部引以为戒。同时，不断强化对重点

岗位及人员日常监督检查，紧紧围绕确保

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相关制度规范落

实，建立健全相应的诫勉谈话、限期整改、

组织处理和纪律追责等规定，以制度保障

廉政风险防控扎实有效。

本报讯（记者田明）我省2019年高

招艺术类本科提前批正在录取中。7月

10日，省招办公布了41所2019年教育

部准予自主划定文化控制分数线的艺

术类院校在豫本科录取文化控制分数

线，其中，位居文理科榜首的分别为浙

江传媒学院文科466分、清华大学理科

565分。

据悉，经教育部和我省批准进行专

业校考的高校录取时，要求考生省统考

的专业成绩和校考的专业成绩均合格，

文化成绩达到相应的录取控制线。其

中教育部规定的独立设置的本科艺术

院校（含参照独立设置本科艺术院校执

行的院校和专业）本科专业自行划定文

化分数线，其他高校均执行我省划定的

文化分数线。

此外，对使用省统考成绩录取的

专业，分类别按考生成绩和招生计划

数的一定比例分别划定艺术类本科

A段（艺术本科提前批）、本科B段、

专科专业分数线和文化分数线。录

取时按照专业、文化双上线的原则，

依据高校向省招办报送的录取规则

排序综合分，按考生志愿和高校招生

计划数的一定比例分专业或专业组

向招生学校提供考生电子档案，由高

校择优录取。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三王庄村

是新乡县最大的行政村，有38户贫困户。

村里没有企业，办公经费紧张，村子基础

设施更是差。”7月10日，记者见到了新乡

县古固寨镇三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宁，

他向记者介绍起村里以前的情况。

2018年9月，新乡县纪委监察干部

王宁，被派驻到三王庄村任第一书记。

驻村之后，王宁同村“两委”紧抓党建促

脱贫，使基层党建工作更好地融入扶贫、

服务扶贫、推动扶贫。同时又协调新乡

县纪委，为村委会办公场所增添了电脑、

打印机、打印纸等办公用品，完善党的阵

地建设。

此外，王宁大力推进“党支部+电商”

发展模式，推动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深

度融合，引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实施

“党旗领航 电商扶贫”行动，组织开展电

商知识培训、技能培训，推动特色农产品

销售，扶持有能力的贫困户“触网”创

业。同时，联系多方开办厨师技能培训

班，使贫困户掌握一技之长，拓宽就业渠

道。目前，三王庄村已有20户贫困户成

功脱贫。

7月10日，驻马店市驿城区禾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葡萄园种植基地的工人正在采摘葡萄，该基地种植1000多亩名优特新瓜果蔬

菜品种，采取“基地＋贫困户”的形式，先后带动当地101户贫困户脱贫。通讯员米山本报记者黄华摄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辉
王志强）“多亏了有乡党委政府、驻村第一

书记和村干部的帮助，俺才有了这片苹

果园，如今俺靠种苹果脱贫了、致富了，啥

时候俺也不会忘记党恩。”7月10日，看

着自己经营管理的50亩苹果园果实挂满

枝头，濮阳县户部寨镇户部寨村脱贫户

曹训彪说。

今年31岁的曹训彪，因父亲肢体残

疾，母亲患有长期慢性病，加上孩子上幼

儿园，家庭入不敷出，2016年被评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县国税局派驻户部寨村第

一书记赵全勇，了解到曹训彪家的困难

后，帮助他申请产业扶贫到户增收资金

8000元，帮助他家发展养羊。

2018年，赵全勇和乡村两级干部共

同努力，又帮助曹训彪从村里的贵合园

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包苹果园50多

亩进行经营。曹训彪在大家的帮助下，

第一年就净赚了 3 万多元，实现了脱

贫，还被评选为县里的“百佳脱贫示范

户”。

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不忘感党恩。

曹训彪在党员干部的帮扶下依靠党的脱

贫政策脱贫后，不忘感谢党恩、回报社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带贫作用，优先安排村

里贫困劳动力在自己的果园里打工就

业，每人每天可挣50元。

“感谢乡党委政府和驻村工作队的帮

助，让俺摘掉了穷帽子，走上了富裕路，俺

一定会好好干，相信有党的好政策，俺的

日子会越过越有奔头。”曹训彪信心满满

地说。

郑州市金水区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自主划线艺术院校分数线公布

定向培养士官体检面试
分数线公布

洛宁县
对口帮扶献爱心

新乡县古固寨镇三王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宁

“党支部+电商”助力脱贫

濮阳县户部寨村曹训彪

脱贫摘穷帽 不忘感党恩

临颍县 严控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廉政风险

于雪 180位老人的“亲闺女”

出彩河南人出彩河南人

7月4日，在卢氏县官道口镇耿家庄汇明光伏科技公司，漫山遍野的光伏发电面板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耸入云端。该基地装机容量达20兆瓦，日发电量达10万度，通过给付

地租、劳务等形式，带动周边贫困户620户增收，人均3000元。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聂金峰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董凡）

7月10日，记者在许昌市建安区许由街

道办事处幸福社区看到一个长方体形

状的红色箱子，上面印有鲜艳的党徽，

中间标有“‘向党说’信箱”字样，下部有

“每周五上午汇总统计，每周一下午汇

总反馈”等字样。

“这个信箱是方便群众向社区党组

织反映问题、咨询政策、建言献策的。”

该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社区与群

众“零距离”沟通，幸福社区依托网格化

管理，在该社区安装了八个“向党说”信

箱。

想出这个办法的是社区党支部书记

孙亚鹏。幸福社区包括6个小区，由于

有的小区离该社区办事处比较远，居民

如果遇到一些困难，不方便前来倾诉。

为深入了解居民的心声，确保社区与群

众“零距离”沟通，该社区采取了安装

“向党说”信箱。居民可以通过“向党

说”信箱，向社区党组织说出自己的心

声，让党给他们解决问题。

孙亚鹏说：“我们就是想让居民知

道，社区是实实在在为他们做事的。希

望这个信箱能让居民感受到社区党组

织的温暖，实现居民与社区沟通‘零距

离’。”

“这可真是一件大好事儿，有了这个

信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了。”站在“向

党说”信箱面前，该社区居民岳书敏说。

许昌市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

“向党说”信箱让群众说出心声

□陈健张群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