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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
坡焦萌）“多亏修了这条路，商家、游客

都来了，果子再也不愁销路了！靠种果

树卖果子，全村农户基本上都走上了致

富路。”9月16日，叶县辛店镇刘文祥村

57岁的梁留长谈起现在的生活深有感

触。就在两个多月前，他种的15亩油

桃、黑李相继丰收，卖果子收入近十万

元。

几年前去过刘文祥村的人都知道，

因该村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晴天“扬

灰”路，雨天“水泥”路是真实写照，去趟

县城没有大半天到不了。

如今，村里修通了水泥路，通上了公

交车，到县城不足一个小时。刘文祥村

林果业已成规模，春天赏花、夏秋摘果

的游人越来越多。去年，梁留长跟着潮

流又开起了“农家乐”。

像刘文祥村这样路通业兴的特色

村，在叶县还有很多。水寨乡的葡萄种

植、邓李乡的服装加工、辛店镇的林果

产业、龙泉乡的木门生产……基础设施

的完善带来了产业的兴旺。

叶县属省级贫困县，有11个省重

点扶贫开发乡镇，部分乡镇在南部山

区，不通路、不通水、没有文化活动场

地……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指导下，

近几年来，叶县先后投入资金30多亿

元，对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文化服务

中心、标准化村卫生室、道路、饮水安全

等进行重点提升，悄然打响了筑实农村

基础补短板的战斗。

村室是村民议事的场所，是村党

支部为民办事的场所。以前，叶县不

少村室只是几间破房子，村里议事不

得不到村干部家里，群众对此也有意

见。为此，自2016年以来，该县由组

织部门牵头，先后投资近4000万元，

统一新建了330多个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站）。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党

群综合服务中心（站）网络，安装了可

视电话……党员有了家，党的基层战

斗堡垒作用增强，让群众脱贫有了组

织保障。

农村文化建设不断加强。每天华灯

初上，在昆阳街道圪垱店村文化广场，

吃罢晚饭的村民们都会赶过来跳舞，这

已成了村民的新时尚。去年，叶县在这

里举办了首届村民广场舞决赛，网上直

播点击率飙升。▶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李政）9月22日，副

省长武国定深入濮阳市、安阳市调研生

猪生产和疫病防控工作。他先后来到

南乐县未来农牧有限公司、众汇食品有

限公司、农业信息化中心和安阳市双裕

农牧有限公司、动物疫病防控中心，详

细了解生猪生产、疫病检测、市场供应、

非洲猪瘟防控等情况。

他强调，生猪生产关系人民生活、

物价稳定和农民增收，要从政治和全

局的高度重视生猪生产。要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定生猪生产的

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

不折不扣地落实好稳定生猪生产的各

项扶持政策；要持续抓好非洲猪瘟疫

病防控，严格落实“五控一隔离”防控

措施和屠宰环节“两项制度”；要因势

利导推进生猪养殖业转型发展，把保

供给与促转型结合起来，坚持疫病防

控标准化、生猪养殖规模化、粪污利用

资源化、生产经营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现代养殖业。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通讯员宇娇）

9月20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我省国庆

假期高速公路出行指南，10月1日0时至

10月7日24时河南高速免费通行，免费

范围为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辆以及

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受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

策影响，预计10月1日凌晨会出现出行

小高峰，9时至14时是高速出行高峰时

段，9时至11时为当日出行峰值时段。

返程方面，预计10月5日、6日15时至

20时出现返程高峰，15时至18时为返

程峰值时段。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预计国

庆期间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跨省及省域

旅游将成为主流，因此景区及省界路段

附近高速干线、互通立交的车流量将显

著增长，预计假期河南省高速公路收费

站出口总流量将达约2000万辆，日均

突破280万辆。其中国庆当天出口流量

将接近335万辆，达到年日均流量的2.2

倍，将突破历史最高流量。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22日，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受华西秋雨影响，9

月10日以来我省出现持续阴雨天气，气

温明显降低，我省北部和西部开始大范

围入秋。

省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全省已有

50%的站达到入秋标准，主要分布在豫

北、豫西、豫中大部及豫东局部，其中大

部分站点于9月11日入秋，最早入秋日

期为8月28日（栾川、洛宁）；除个别站

入秋偏早1~7天，其余各地正常或偏晚

1~9天。

需要农民朋友注意的是，9月20日

起，豫西、豫西南、豫南地区花生进入适

宜收获期。但9月中旬以来，我省大部

分地区多阴雨天气，给秋收工作带来了

诸多不便。建议豫南、豫西南、豫中及

豫东等地已成熟地块多关注天气预报，

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收获晾晒，争取做到

颗粒归仓；豫北等地当前绿色叶片较多

的玉米田块可采取摘除天樱和基部枯

叶等措施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延长

灌浆时间；接近成熟的地块，在不影响

小麦适时播种的情况下，适当晚收，待

玉米苞叶干枯发白、松散，籽粒乳线消

失后再收获。

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21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4年至2018年，全省共实现582.4万

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减幅达

83%，8315个贫困村出列、减幅达87%，

39个贫困县摘帽、减幅达74%，贫困发生

率由2013年底的8.79%下降到2018年

底的1.21%。”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史

秉锐在介绍我省脱贫攻坚情况时开宗明

义、掷地有声。

8315个贫困村出列 39个贫
困县摘帽

据介绍，2014至2018年，全省8315

个贫困村出列、39个贫困县摘帽，其中，

2018年实现121.7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

2502个贫困村出列，超额完成脱贫110

万人、出列2365个村的年度目标任务；计

划退出的19个国定贫困县、14个省定贫

困县如期实现脱贫摘帽；规划实施的293

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住房建设任务和

6.29万人搬迁任务基本完成；贫困地区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911元，增幅

连续7年高于全省农村平均水平。通过

脱贫攻坚，广大贫困地区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

去年我省贫困人口退出准确
率达99.32%

在国家对我省2018年度脱贫攻坚工

作考核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综合满意度为

89.83%，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71个百分

点。各级扶贫干部严把贫困退出关口，对

计划摘帽的贫困县建立退出评估机制，对

计划脱贫的贫困户逐户销号、精准到人，

确保做到脱真贫、真脱贫。2018年我省

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达99.32%。

今年将实现14个贫困县65
万贫困人口脱贫

2019年是我省脱贫攻坚三年行动计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年初以来，我省

围绕实现65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000

个贫困村出列、剩余14个国定贫困县全

部摘帽、“十三五”规划易地搬迁贫困人口

全部搬迁入住的目标任务，坚持一手抓剩

余减贫任务攻坚、一手抓巩固脱贫成果防

止返贫。

拟退出的14个国定贫困县，前两季

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都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教育、文化、卫生医疗等基

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已达到或接近

全省平均水平。根据全省贫困退出进度

监测结果，截至7月底，今年计划退出的

1000个贫困村脱贫已达标786个。前两

季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5519.12元，同比增长10.4%，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按照目前的工作

力度、进展程度，我省有信心、有决心打赢

这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年度战役。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省形成了产业扶

贫“扶贫车间”、金融扶贫“卢氏模式”、贫

困家庭重度残疾人集中托养“上蔡模式”

等一批具有河南特色的经验做法，不少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更多贫困群众享受到了

扶贫带来的实惠和红利。

本报讯（记者宋朝 见习记者赵博
代珍珍李梦露王旭）2019年中国农民

丰收节前夕，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

创新大赛决赛在丰收节河南主会场孟

津举行。来自全省的30名选手分获决

赛初创组、成长组大奖。此次大赛由省

农业农村厅等多家部门和高校联合举

办。本届大赛共收到18个省辖市选送

的178个参赛项目，其中初创组项目65

个，成长组项目113个；有30个项目晋

级决赛。

近年来，我省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截至2018年底，全省累计培育各类

新型职业农民77.88万人。这些新型职

业农民有的活跃在豫东平原，有的扎

根在豫西山地，他们采用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生产方式，践行现代经营理念

和产业发展模式，是中原大地现代农

业的耕耘者、播火者、引领者。

本次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决

赛成长组二等奖获得者汝州市焦村镇

戴凯华、李彩霞夫妇，回乡创业6年，不

仅创业成功，还带动该镇几十户农民种

植高品质软籽石榴走上致富路。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全国脱贫攻

坚奖评选表彰工作办公室20日发布了《2019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

公告》，共有140个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获奖。

据悉，今年是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连续第四年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工

作。评选工作于4月12日启动，经过了报名

推荐、资格审核、初次评审、实地考察、征求部

门意见、复评审查、报批审定等程序步骤。

记者从国务院扶贫办了解到，在今年全

国扶贫日期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

召开表彰大会，对获奖者进行隆重表彰，采取

举办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播出全国脱贫攻

坚奖特别节目等形式广泛宣传脱贫攻坚先进

典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浓厚氛围。

河南省 4 人 1 单位获“全国脱贫攻坚

奖”。其中，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全收获得奋进奖；西华县

迟营乡孙庄村第一书记秦倩（女）获得贡献

奖；河南省豫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业勇获得奉献奖；内乡县委副书记、县长杨曙

光获得创新奖；平舆县获得组织创新奖。

9月9日，汝州市士博生态园里的

石榴糖度已达15°。“虽然糖度已高出

普通产品，但离不低于16°的出货标

准还有距离，石榴上色上味进行中，请

大家再耐心静待几天。”戴凯华在微信

群里说。

45岁的戴凯华是湖南岳阳人，做

过销售和企业管理，2002年踏入河

南，成了汝州的“上门女婿”。2013年

他和妻子李彩霞回到焦村镇梁窑村，

在海拔600多米的山上包了682亩地

种石榴。

“这是软籽石榴，种在山坡南麓的

姜石地，矿物质丰富，透气性好，加上

又是改良后的突尼斯石榴品种，虽然

小众，但是供不应求。”戴凯华说话间，

从树上摘个石榴掰开，六瓣石榴籽通

透饱满、紧紧“抱”在一起。

戴凯华的石榴种植规模是河南单

户最大的，卖价也最贵：20块一斤，特

级石榴30块钱一斤！“我们只线上销

售，一般发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24

小时就能送上门。”戴凯华说。

看戴凯华种的石榴销路好，附近

村民也种了好几百亩石榴，苗子、技

术都是戴凯华提供的，有钱给钱，没

钱将来用石榴抵种苗钱。53个摄像

头安在山上，买石榴的人可以随时申

请看石榴园里任何一个地方。公司、

农户和客户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

我叫李彩霞，是汝州市焦村镇梁窑

村的闺女。爱人戴凯华跟我一起在娘

家村里种软籽石榴，到现在已有6年

了。

石榴园名为“花果山”，咱家的石榴

一旦成熟，个个都像猴王一样，“腾云驾

雾”奔向千里之外的上海、深圳，甚至跨

越海峡到达台湾。

早上一睁眼，我就打开了微信，查看

石榴园电商店铺的后台信息。9月9号

了，今天也有不少老顾客和新顾客在平

台上询问石榴的情况。

前天园里的石榴糖度测试已达

15%，再有十几天，等这些一斤一个的胖

石榴再长长肉，增增糖，糖度超过16%，

就能“开山放猴”正式出售了。

怎么卖？90%都是走的线上，人

家说我的石榴园是“云”上石榴园。其

中30%都通过电商平台进行出售，顾

客下订单后，我打印出来，按照订单立

即进行采摘、检测、装箱，再通过合作

快递寄走。剩下60%呢？每年石榴成

熟后，我会通过深圳的一家水果分销商

的网上交易平台，拍下大宗石榴供货订

单，进行配送。60%的石榴就是通过这

个线上订单运往上海、深圳和广州。让

我有点骄傲的是，平台说咱的石榴品质

在全国都数一数二，他们发布订单前都

会提前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确保我

能拿下供货订单，也算是开了个“后

门”。（根据李彩霞口述整理）

9月22日，在新蔡

县涧头乡郑庄村猕猴

桃产业园里，果农王秀

梅在采摘猕猴桃。金

秋时节，当地200多亩

优质猕猴桃喜获丰收，

前来采摘、购买猕猴桃

的游客络绎不绝。本

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
超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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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582.4万人，8315个贫困村，39个贫困县脱贫，贫困率下降至1.21%
我省脱贫攻坚成绩“亮眼”

壮丽壮丽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2019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公布
我省4人1集体获奖

我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新大赛决赛举行

新型职业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打擂

软籽石榴“钱”景好
□本报见习记者代珍珍

我家的“云”上石榴园
□本报见习记者李梦露

副省长武国定到濮阳市、安阳市调研时强调

稳定生猪生产 保证市场供给

国庆假期河南高速免费通行

错峰出行 规避拥堵

省气象专家提醒农民

利用晴好天气 及时收获晾晒

叶县

补短板强弱项 实现高质量脱贫

来自叶县的报道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