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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重托 让中原更出彩出彩
乡村振兴好榜样好榜样

专家谈乡村振兴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

“面子”做好了，“里子”也要跟上。中

杨庄村设立了党群服务中心和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丰富了农家书屋，修建了文

化广场，安装了各类健身器材，组建了

腰鼓队和广场舞队，每年举办文艺会

演、广场舞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该村在人口聚居的地方制作了以

“孝文化”为宣传主题的雕塑，设立了

“四德光荣榜”，还绘制了100幅有关爱

国主义教育、尊老爱幼、美丽乡村建设等

内容的宣传画。

“‘四德光荣榜’里的画像，就是村里

评选出的道德模范、好公婆、好媳妇、孝

贤人家、优秀党员的真人画像，这些画像

在群众心中就是一个榜样、一种风尚，为

周边群众在休闲散步时上了一堂鲜活的

教育课，不仅提升了村庄的‘颜值’，还丰

富了村庄的‘内涵’。”省残联驻该村第一

书记吕俊峰介绍说。

“我们将继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

斗力，壮大集体经济，以党建引领推动中

杨庄村各项事业发展，助推全体村民脱贫

奔小康。”该村党支部书记王习红说。

9月8日，记者在南阳市卧龙区蒲山

镇看到，大庄、马寨、马营三个行政村厕

所改造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各村

均安排专人清除路边、河边、公共地段、

农户房前屋后的垃圾及杂物，对主要道

路、村级主干道除草除杂，禁止秸秆垃

圾露天焚烧，疏通暗沟、下水道，确保沟

渠畅通。

为全面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

生态环境污染整治专项行动，从9月1

日开始，南阳市卧龙区开展农村环境污

染整治“秋风行动”百日会战，重点开展

农村“改厕”、畜禽养殖场污染整治、秋

冬季秸秆禁烧、农村“三散”治理、路域

环境大提升、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九大

专项行动，力争年底前使全区农村环境

污染问题有明显改观。

该区九大专项整治行动都明确了

牵头单位、配合单位和责任落实单位，

各乡镇街道景区、区直各责任单位迅

速进入状态，结合各自承担的工作任

务，逐乡逐村逐组开展环境污染问题

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分类梳理，建立工

作台账，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逐

一销号，抓实抓好抓出成效。比如，谢

庄镇成立了养殖企业、“三散”企业、农

村垃圾、非法沙场、农村禁烧整治和河

长制落实等6个攻坚专班，重点整治

非法沙场、养殖企业、散乱企业、加油

站、水库河流、垃圾存放、违法占地和

违法建设、农村禁烧等8个方面的问

题。比如，蒲山镇立足打造试点稳步

推进，全面开展清洁家园、清洁水源、

清洁田园、清洁能源“四清”工作，确保

村村有卫生设施、保洁员、管理制度，

做到无裸露垃圾、无污水乱流、无乱堆

乱烧乱放现象。

9月3日夜晚，罗山县庙仙乡国政农

机专业合作社内灯火通明，乡农机技术

人员正忙着对农机进行调试、检修，为

第二天水稻收割做准备。该合作社负

责人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乡农机技术

人员经常来为我们保养、检修农机，传

授作业技能，让我们心里有了底！”

在该乡沿竹竿河边的章楼村、周店

村、项寨村等村，已有部分稻谷“开镰”，

全乡稻谷正陆续进入收割季。

该乡成立以乡长为组长的农机生产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详细的工作预案，各部门

分工协作，为农机作业开辟“绿色通道”；乡

农机技术人员实行分片包户，深入农机合

作社、农机户家中抓紧做好农机具的检修、

保养和调试，确保农机以良好状态投入生产。

据了解，今年该乡水稻种植面积8.6

万亩，预计机收率达98%。目前，该乡

100余台农机已基本检修完毕，农机手

全员轮训到位，柴油、农机配件储备充

足，正全力以赴投入秋收会战。

“你们瞧，那就是黄清泉的种植基

地，正在抢天夺时采收哩！”9月11日，

在淮滨县防胡镇黄新庄村清泉家庭农

场的种植基地里，10多名工人正在地里

采收花椒、花生和收割构树，田间一派

繁忙的丰收景象。

2017年，该农场负责人黄清泉在该

村党支部书记黄顺章的带领下，把目光

聚焦到了小小的花椒上，流转土地280

亩，搞起了试验田。由于花椒从种植到

丰产需要3~5年时间，黄清泉本着土地

合理利用的原则，在花椒树地里套种了

构树和花生，从而保证每年均有进账，

实现了利益最大化。而且，套种使土地

得到有效运用，限制了杂草的生长，减

少了除草的人工成本。

“这个年岁也干不了重活，这两年

俺老两口跟着黄老板干，每月帮忙管理

花椒树，一个月至少能挣 2000 元工

资。俺还参与种植了6亩花椒树，买的

都是两年苗，今年就可结出头茬果，致

富奔小康的日子指日可待。”69岁的贫

困户黄顺青说。

“花椒树到丰产期一亩地可创收

4500元，构树一亩地的收益有3000元，

花生一亩地的收益有2500元，三种作

物套种，280 亩地一年收益近 100 万

元。”黄顺章谈起多样化种植模式滔滔

不绝，“花椒、构树的收益比普通作物要

高，且一次种植多年收获，但到达丰产

期所需时间较长。和花生等经济作物

套种，土地不会闲置板结，贫困户一年

四季都可参与种植、管理和采收，这种

种植模式经济效益高、带贫效果好，我

们准备大面积推广。”

据悉，该种植基地全年有50多户贫

困村民在此工作，多数为留守在家的老

人。下一步，该农场计划增加种植面积

的同时，增加红薯、芝麻等农作物的种

植，并进行红薯粉、粉条加工，使更多的

贫困户能够参与多样化种植。

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

党建引领 村美民富产业兴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汝涛李滔 1 兴产业，村民腰包“鼓”起来

初秋时节，漫步在商水县
练集镇中杨庄村，新居栋栋，
村道纵横，草木葱茏，花香沁
脾，文化广场劲舞翩翩、欢歌
声声，村头厂房林立，来往村
民俱是幸福的笑容……眼前
的中杨庄村犹如一幅优美的
画卷舒展在记者面前，令人赏
心悦目。

中杨庄村位于练集镇的
西部，有4个自然村。以前，
该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收入
来源单一，村民幸福指数低，
是全县136个贫困村之一。
近年来，中杨庄村充分发挥党
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创新方
式谋求发展，以产业带民富，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
境，推进移风易俗，让村庄更
美丽，百姓更富裕，民风更淳
朴。该村先后被评为“市级文
明村镇”“县级六村共建先进
单位”，村党支部先后被授予
“周口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商
水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称号。

阅读提示

“从扶贫车间投运开始，俺就在这里

上班，每月能领3000多元工资。”9月5

日，贫困户王普一边干着活一边对记者

说。

王普是中杨庄村红雷渔具配件厂

的一名工人，她的婆婆长期卧病在床，

从事建筑工作的丈夫两年前建房时不

慎摔断双腿，至今未愈，女儿在省外上

大学。自从村里建了扶贫车间，她便成

了一名工人，每个月既有了收入，又可

以照顾家人。

与王普一样，中杨庄村已有120名

贫困群众通过在扶贫车间务工增加了

收入，这都得益于中杨庄村的产业园区

项目。“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支撑。”近年

来，该村党支部发挥区位优势，党员干

部带头找项目、找门路，与练集镇党委、

镇政府一起大力推进以中杨庄村为核

心的产业园区项目建设。该园区占地

280亩，集网坠加工、渔网编织、电商、

物流于一体，总投资1.8亿元，目前一期

工程已经完工，汇乐生态渔网、红雷渔

具、渔阳渔业、瑞祥发制品4家企业已

入驻。如今，二期项目正在建设中，近

期即将竣工并投入使用。产业园区的

建设进一步方便了全村群众就业，还为

邻村600余名群众提供就业岗位。同

时，该园区也带动了中杨庄村渔网编织

和步梯加工的发展。目前，该村从事渔

网编织和步梯加工的村民有 290 户

1600多人，村民当上了工薪族，成为土

地流转领租金、资金入股分股金、进厂

务工挣薪金的“三金”农民。

2 美环境，村容村貌“靓”起来

中杨庄村各条街道均匀摆放的垃圾

箱环保美观，房前屋后垃圾没了踪影，干

净整洁的村容村貌让人称赞。

“要让村民改掉乱扔乱丢垃圾的习

惯，硬件要跟上，得让垃圾有落脚点。”该

村党支部书记王习红说，村里新建垃圾

收集点4处，配置垃圾桶170个，垃圾有

了“家”，村民乱倒的情况少了。村里还

专门设置了10个扶贫公益保洁岗位，保

洁员分段负责，定期清运垃圾。目前，全

村的卫生治理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

“我们村干部和党员也各负其责，每

个人包一段。”该村村干部李放说，多项

措施并举，村里的环境卫生大变样。

同时，中杨庄村投入210余万元，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相继实施了完善乡村

道路、农户外墙立面排危、改造危旧房、

整治废旧闲置坑塘、村庄绿化、旱厕改造

等。截至目前，该村共硬化村道8.3公

里，拆除危旧房屋21户86间，整治“空心

房”14所，整治废旧闲置坑塘5处，整治

沟渠近2500米，栽植绿化树4000余棵，

“改厕”完成310户。

“现在村里可变了大模样，路面硬化

到户，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粉刷了墙体，

排水设施‘四通八达’，有线电视、宽带、

天然气、自来水、水冲生态厕所等进入了

农居，村子干净漂亮了，我们的生活也越

来越舒心！”村民王迎春感叹着村里环境

的变化。

3 育新风，民风淳朴更和谐

南阳市卧龙区

“秋风行动”整治农村环境污染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王松林陈辉

淮滨县

套种让土地“生金”
□本报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朱丝语秦怡欣

罗山县庙仙乡

农机服务助秋收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通讯员何铸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是南阳市唯一一所

农业类高职院校。近年来，学院利用人才、

科技、文化等优势，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

人才培养、技术咨询、科技培训和示范带动

服务。可以说，学院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科

技服务、振兴乡村的发展史。

科技服务助力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力

近年来，除做好学历教育外，学院在农民

创业、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等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培训和管理经验，形成了一套机构完整、职

能完善、制度完备的专业化培训体系。

大力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层农

技人员培训、南水北调库区培训、大学生“村

官”培训等，累计培训学员1.3万人次；农业科

学系和动物科学系专业教师为农村合作社、

农业企业、种植养殖大户提供现场技术指导、

技术咨询服务3000人次；组织相关专家120

人次，赴淅川、桐柏、南召、镇平等县指导农民

种植、养殖及疾病防治，提升农民素质和专

业技能，增强农民发家致富的本领。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以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为依托，每年开展技能鉴定2000人次以

上；积极承担并参与省“三区”人才服务项

目和“千人包千村”“百名人才进百企”等技

术服务活动，承担桐柏、镇平、南召等县

（市）农业生产技术服务工作、农综开发农

业扶贫技术依托工作，实施小麦玉米甘薯

引进及大田作物高产栽培项目。

今年6月，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与南阳

市卧龙区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主

动参与卧龙岗武侯祠文化园区建设，助力

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对初

步拟定的243个合作项目进行了充分筛

选，力争让具备可行性的158个项目先期

落地；成立南阳农村干部学院，开展乡村干

部素质提升、科技扶贫、送技术下乡、科技

培训等活动；组织教师进企业、进园区，开

展技术指导、咨询、培训与服务等活动，利

用“学校+公司+农户”的联动模式，通过龙

头企业的“二传手”作用辐射到多家企业，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创造经济效益。

精准扶贫服务乡村振兴展现
新作为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抓好农业科技特派

员、定点扶贫帮扶、南坪村精准扶贫三支扶

贫队伍建设，一如既往地支持扶贫工作队

配合地方党委落实扶贫政策，帮助贫困户

科学脱贫、有序脱贫和脱贫不返贫，助推精

准扶贫点早日脱贫摘帽，打赢脱贫攻坚战。

2016年至2018年10月间，共派出20

余名专家组建畜牧养殖专家服务团和种植

专家服务团，深入邓州、社旗等多市县，点

对点累计服务300多天次，积极与社旗县

结对帮扶，累计培训学员100余人，使学员

掌握了养殖种植技术，发展了产业，增加了

收入；成立扶贫工作队进驻南召县马市坪

乡南坪村，指导建成20座高山柴鸡散养棚

（400平方米），年出栏柴鸡1.6万羽，提供

就业岗位20个。

文化育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
正能量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

重要推手。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依托教学管

理资源，申请成立了南阳乡村干部学院和

乡村振兴研究院，针对服务农村基层建设

与发展的农村干部和后备人才，通过系统

的、专业的、多元化的农村基层建设与发展

领导能力培育课程的学习研讨、观摩体验、

实践见习、交流总结等活动，为全市乡村振

兴培养造就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

组织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文化下基

层活动，助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提升农民

群众道德水平。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每年累

计举办60余场次师生送文化下乡活动，参

与人员1500余人次，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解

放思想，振奋精神，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同时，集中力量开展文化

创新和农耕文化研究，挖掘和保护农耕文

化遗产，加强对民俗文化和文明乡风、良好

家风、淳朴民风的教育，大力推进制度文

化、乡规乡约文化研究，让农民在共建共享

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针对村“两委”干部、退役军人、农民

工、新型职业农民等宣传政策，组织报

名，让高职院校扩招政策家喻户晓、深入

人心，使更多农村富余劳动力享受到这

项国家红利，帮助他们学好致富的技能

和本领，不断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

农村干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

力军，更是推动乡村振兴最有潜力的本土

人才。受南阳市委组织部、南阳市财政局

委托，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分三个批次对全

市农村干部进行学历提升教育培训，每年

计划招生1000人，为全面建成小康和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发挥人才优势 助推乡村振兴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院长、副教授张士君

9月11日，光山县弦山街道办事

处椿树岗村天隆农业蔚蓝专业合作

社社员忙着移栽西兰花蔬菜苗。该

合作社采用“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进入秋季后移栽西兰花700多

亩。西兰花主要销往北京、香港市场

以及出口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吸纳

当地1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年

产值可达650多万元，并带动村里8

户农户种植西兰花等蔬菜，户均年增

收2.3万元。谢万柏摄

光山
特色种植富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