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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张增峰
王自力）“走，到‘党员加油站’加油充电

去！”8月20日一早，民权县花园乡黄庄

村3个党小组的25名党员准时来到村

党群服务中心“党员加油站”加油充电。

“‘党员加油站’就是把每周五定

为乡村两级‘党员固定学习日’，组织

全乡 650 名乡村党员到所辖党支部

‘党员加油站’进行党性体检，针对查

摆出的问题进行学习整改，提升党性

意识和宗旨意识。”花园乡党委书记张

玉栋说。

“党员加油站”的党员们人手一个加

油充值簿，在每周五的党员活动日，为

村民提供帮扶服务，帮村里收集民意、

调解纠纷等，都可以在加油充值簿上留

下记录。凭充值簿上的“加油记录”，年

底时就知道一年来党员们为老百姓和

村里做了多少事。

7月份以来，该乡17个村党支部共

接待来访群众56人次，受理、解决群众

反映问题12件，群众满意率达96%以

上，确保了把矛盾问题化解在基层，化

解在萌芽状态。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毋昆
王莉莉）“快执小组使全院执行案件的平

均用时由120天缩短到70天，被群众亲

切地称为‘执行轻骑兵’。”8月23日，武

陟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年颍说。

近年来，武陟法院标的额在5万元

以下的执行案件占比很高，并且呈现

“井喷式”增长。“小标的执行案涉及广

大普通群众，标的虽小，但都是百姓的

血汗钱，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

意义重大。”该院执行局局长王小四说。

今年1月，武陟法院在繁简分流、分

段执行的基础上，成立了快执小组。“最

快的当天就能结案。”王小四说。

今年以来，该院执行局共执结案件

845件，其中标的额在5万元以下的案

件420件，占执结案件的49.7%，实际执

结率位居焦作法院系统第一。

武陟法院有一支“执行轻骑兵”
执行案件平均用时缩短50天

近郊农业富闫集
□本报见习记者代珍珍李梦露

平顶山市湛河区

法律援助“三跟进”

孟州市

“项目为王”打造发展新高地

杞县实施“头雁”素质提升工程，激活乡村振兴动能

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

开展垃圾分类活动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李永建
孟文俊）走进杞县裴村店乡屯庄村，昔日

的破瓦房、坑洼不平的土路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栋栋整齐的楼房，一条条水泥

村路整洁美观，路两旁的景观树下开满了

花。“俺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全靠领头人

段岗强书记。”8月28日，见证这一变化的

村民告诉记者。

杞县实施“头雁”素质提升工程，激发

了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杞县在选拔任用村干部方面着力打

好组合拳，选、育、用、管多方施策，按照新

时代对高素质专业化干部的要求，突出政

治标准，让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脱颖而

出，让能力强、威信高的党员“挑大梁”。

对村级后备人选定向结对帮带，乡镇干

部、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与其结成帮

带对子，跟踪培养。注重对村级后备人选

的实践锻炼，通过交任务、压担子，把脱贫

攻坚、环境整治、重大事件处置作为主战

场，提高其组织协调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

力。在村级党组织换届中，一大批党性

强、能力强、服务意识强、群众满意的优秀

党员走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岗位。截至目

前，全县599名村党支部书记中，有新乡

贤83人、返乡大中专毕业生161人、外出

务工经商返乡人员212人。

杞县依托县乡两级党校、党员教育培

训基地等培训机构和场所，分期分批对新

当选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培训，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增强政治本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等任

务，进行“面对面”沟通、“手把手”传授、

“指尖上”交流。组织新当选的村党支部

书记到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村、党建工作示

范村观摩学习，让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传经

验、教方法，让年轻村党支部书记谈感受、

谋思路，书记做给书记看，书记讲给书记

听，形成以点带面、以强带弱、以先进带后

进的良好局面，农村发展带头人的本领得

到明显提升。今年以来，该县轮训村党支

部书记800人次，开展入村观摩活动24

次，召开座谈交流会12场。

从严管理首在立规。杞县对新当选

村党支部书记开展任职谈话，着力解决约

束不力、用权失范等问题，保障村党支部

书记愿干事、能干事、不出事。出台村干

部考核管理办法，建立健全村党支部书记

县级备案管理，推行村干部值班、集中办

公等制度。建立村党支部书记激励机制，

让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享

受科级干部工资待遇，持续加大从优秀

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中考录乡镇领导干

部、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的力度，拓宽

优秀基层干部成长空间，实现责任和待

遇、激励和保障的有机统一，确保干有动

力、干有压力、干有待遇、干有位置。截至

目前，杞县有14名村党支部书记享受副

科级待遇，23名村干部通过公务员招录

进入乡镇机关工作，8名村干部在乡镇党

委换届中被选拔进入乡镇党政领导班子。

“选好用好‘领头雁’，就能解决农村

发展的路径问题，就能激活乡村振兴的发

展动能。”杞县县委书记韩治群说。

8月27日，正阳县

永兴镇吴相村脱贫户李

军夫妇在采摘刚刚成熟

的黄金梨。李军2017

年创办了盛果农业种植

合作社，带领4户贫困

户走上了脱贫致富路。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华摄

8月22日，商丘市睢阳区闫集镇夏庄

村的草莓园里，100多个大棚的田犁好

了、垄起好了，有俩棚已经种上了草莓苗。

这些大棚是郭科学的，就因为他种的

奶油草莓好吃，人又长得帅气，当地人给

他起了个绰号：奶油哥。

草莓采摘期是从11月到来年5月。

“奶油哥”郭科学说：“我的草莓是从

浙江农科院引进的，是最早熟的品种，去

年种了160亩，10月底进园采摘，一茬接

一茬，卖了8个月，最多每天有2000人从

商丘市区和周边村镇赶来摘草莓，算下

来，每亩挣了五六万块钱。”

闫集镇有6.13万人，8.1万亩耕地，距

商丘市区只有10多公里。近年来，依据

区位优势，闫集镇找到了发展近郊农业这

个增收点，现在全镇近40%的耕地都种上

了果蔬。

“除了1200亩草莓、芦荟，1.2万亩西瓜，

1万亩辣椒和2800亩土豆。”闫集镇党委书记

刘伟掰着指头算着具体数字，“还有5000

亩果园，城里人来了，能到果园现场采摘。”

51岁的焦振云是张碾道村焦庄组的

种瓜户：“我这6亩大棚瓜刚下来的时候，

一块八一斤往外走，供不应求，今年一亩

就挣了两万块钱。”

大棚瓜一下市，焦振云紧接着就种上

了4亩多辣椒，他说去年每亩收五六千斤

辣椒，也赚了不少。

闫集有蔬菜，有瓜果，如果吃素不过

瘾，想动动荤腥，那就吃闫集的猪肉和鸡

蛋吧。

“闫集是个养殖大镇，现在生猪存栏

2.3万头，蛋鸡存栏38万只。”闫集镇畜牧

站站长周建峰说。

8月22日下午1点，夏庄村杨庄村民

组的刘永波准时进鸡棚收蛋，他的蛋鸡养

殖场每天都要完成直供商丘市区80筐新

鲜鸡蛋的订单。他说：“鸡蛋不能放，我每

天收好没多久，车就来运走了，剩下的20

筐鸡蛋，是留给咱闫集镇几家小超市的。”

刘永波的养鸡场建于2013年，养殖

规模从最初建场时的两万只蛋鸡扩大到

了现在的3万只，每天稳定产出100筐

3000多斤鸡蛋。

谈到当下的鸡蛋价格，刘永波话变得

有点多：“今年行情好，咱养殖场的鸡吃的

料好，产的蛋个儿大，五块二一斤卖出去，

保守地说，一斤鸡蛋有一块多钱的利润！”

好家伙，照这行情，刘老板一个月的

利润十万以上了！

“一年365天，闫集镇的瓜果蔬菜、鱼

肉蛋奶没有空档期，人啥时候来都管有、

管够，闫集已经成了商丘市民的菜篮子、

果园子，反过来说，商丘市民也成了闫集

镇农民的增收点、钱袋子。”刘伟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金
张旭长）“您好！我是法律援助中心的

工作人员，请问您对承办律师的服务工

作满意吗？”8月21日，平顶山市湛河区

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受援对

象做电话回访。

近年来，湛河区法律援助推出了审

前跟进取证、审中跟进协调、审后跟进

回访的“三跟进”措施。

为让受援群众一次办妥所有立案手

续，湛河区全面推行了法律援助网格化

管理模式，在全区68个行政村、36个社

区成立了法律援助工作室，事前介入了

解案情，督导律师尽职尽责为受助人办

理案件。

据了解，年初以来，湛河区共跟进受

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254起，受援群体

对法律援助的满意率达95%以上。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赵春
营）8月21日，记者在孟州市领途新能源

电动车产业园项目工地看到，三幢大型

的生产厂房已基本完工，工人们正在厂

房内进行设备安装，整个项目正快速有

序地按期推进。项目占地约800亩，计

划总投资15亿元，预计年底可实现量产。

今年以来，孟州市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理念，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

和推动产业发展的主要抓手，全市新

上、续建项目101个，总投资200.9 亿

元。2019年计划投资64.9亿元，已完

成 投 资 41.7 亿 元 ，占 投 资 计 划 的

64.3%。上半年，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06亿元、税收

3.6亿元，被确定为河南省首批智能化

示范园区建设试点，再次被评为三星级

和全省十强。

民权县花园乡

“党员加油站”优化党群关系

本报讯“老姊妹，带上娃娃出发

喽！”8月28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

的楼栋长张阿姨一声召唤，楼院志愿者

小分队成员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到街道

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学习垃圾分类知

识。

杜岭街道办事处最近召开了垃圾

分类动员会，开展“让我们一起为垃圾

找家”“手中垃圾变废为宝”等主题活

动，招募志愿者，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

类的良好氛围。

“目前我们楼院垃圾整治已经全面

铺开。垃圾分类是环境整治的关键步

骤。杜岭街道志愿者积极参与，使杜岭

这个老街道焕发出了新光彩。”杜岭街

道有关负责人说。（时富欣 李晓静）

“头雁”素质高“领航”动力足

河南省2019年小麦最低收购价第五批收储库点名单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国粮发〔2018〕99号）和河南省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关于印发河南省201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方案的通知》（豫粮〔2019〕8号）精神，为保护种

粮农民利益，现将第五批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名单公告如下:

委托收储库点名称

中央储备粮安阳直属库有限公司

安阳县凯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羊店库点

安阳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许家沟库点

安阳县永丰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县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辛村经营部

安阳县鑫源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辉县市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冀屯分公司

获嘉县嘉利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徐营粮库

焦作穗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焦作直属库有限公司孟州谷旦库区

孟州市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城伯分公司

沁阳市沁南粮食购销有限责任公司柏香收储库

沁阳市军粮供应站东乡粮库

温县温粮种业有限公司

温县万达祥云镇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温县万达林召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温县万达黄庄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修武烽发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城北粮库库点

修武恒利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五里源粮库库点

修武恒钰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王屯粮库库点

修武鼎益粮食购销有限公司郇封粮库库点

武陟县大封镇思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武陟县粮食局詹店粮食储备库

河南省军粮储备库有限公司

博爱县鸿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磨头分公司

博爱县鸿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孝敬分公司

中央储备粮焦作直属库有限公司济源库区

济源市粮业军粮供应有限公司

漯河市荣盛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库

漯河市荣盛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西库

收储库点地址

安阳市龙安区田村办事处郜家庄

安丰乡邵家屯村

安阳县白壁镇羊店村

安阳县许家沟镇

安阳县柏庄镇辛店集

安阳县辛村镇辛村集

安阳市安阳县瓦店乡瓦店集

辉县市冀屯镇冀屯村

获嘉县徐营镇

焦作市迎宾路与G327国道交叉口西

孟州市谷旦镇关帝庙村

孟州市城伯镇城伯村

沁阳市柏香镇柏香村

沁阳市柏香镇东乡村

温县新洛路吕村口路北

温县祥云镇祥云镇村

温县黄庄镇西林召村

温县黄庄镇黄庄村

环城北路东段16号

五里源乡五里源村

修武县王屯乡周流村

郇封村村南头

武陟县大封镇大封村

武陟县詹店镇詹店村

焦作武陟詹店詹泗路北侧

博爱县磨头镇李洼村南

博爱县孝敬镇东王贺村

济源市梨林镇永太村

济源市荆梁北街213号

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出翠刘村西南

漯河市召陵区召陵镇雪城大道

收储库点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13903922199

13707666336

13949510934

13598115026

13837283565

13949511499

13849274442

13837334003

13569409044

13938193750

15903915088

13603893263

13523192101

18749762758

13938160201

139398160211

13938192382

13839149936

13939100521

13849522033

13839185138

13707683783

13849527855

13938186649

0371-65505868

13849591385

13849591385

0391-3216886

18239028999

13703853299

13703853299

委托收储库点名称

商丘市荣盛粮油购销有限公司梁园分公司

商丘市京九粮食储备库柘城分库

柘城县邵园隆丰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永城市东方粮油贸易有限公司李寨分公司南库区

西华县田口粮油有限公司

淮阳县北关辉煌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扶沟县包屯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商水县金润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郸城县恒昌粮油有限公司林场分库

遂平裕达集团褚堂粮油有限公司

西平腾达粮油购销有限公司东院

西平金粒粮食购销集团车站库有限公司

西平重渠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上蔡县洙湖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塔桥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杨集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上蔡县崇鑫粮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南海种子有限公司

确山县昌源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确山县顺山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泌阳县付庄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贾楼分公司

泌阳县付庄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维维粮油（正阳）有限公司

正阳县金昌粮油购销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鑫源粮油有限公司

邓州市陶营粮油有限责任公司王良站

租仓收储库点名称

辉县市顺达粮油有限公司

汝南县源丰粮油有限公司

夏邑县德福利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收储库点地址

商丘市梁园区文化西路闫路口村北侧

柘城县浦东开发区王沃楼

柘城县邵园乡工业园区后李楼村

永城市工业路与永黄路交叉口南300米

西华县田口乡

淮阳县城关镇

扶沟县包屯镇

商水县胡吉镇

郸城县虎岗乡林场

遂平县褚堂街

西平县学苑路东段路北

西平县交通路北段路东

西平县重渠乡南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洙湖镇洙湖集

驻马店市上蔡县塔桥镇塔桥集

驻马店市上蔡县杨集镇杨集街

驻马店市上蔡县崇礼乡崇礼街

汝南县产业集聚区建业路中段

刘店镇刘店街文化路东段

确山县新安店镇顺山店街

泌阳县贾楼乡贾楼街

泌阳县付庄乡付庄街

河南省正阳县维维大道一号

正阳县雷寨乡雷寨街

方城县八里桥南工业园区

邓州市陶营镇王良街

收储库点地址

辉县市赵固乡赵固村北

汝南县韩庄镇韩庄街

夏邑县车站镇南环路中段

收储库点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15036687973

13598383135

13460159888

18637033222

13949968368

13838680659

13893461681

15838651738

18738809188

13938366126

13507660829

13783964338

15893998777

13603806277

13723092333

13619807326

13525310673

13603490089

13903962441

13603802755

13683870919

13598933296

13805206777

13507663449

13838973799

13503870761

收储库点法定代表人联系方式

13849395918

13903968867

1383706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