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范长坡
焦萌 冯和平）“感谢党的好政策，政府这

么关心我们，让俺的生活越过越好。”9月

23日，叶县常村镇柳树王村86岁老党员

孟庆书说。

小康社会的“温度”，取决于民生底线

的“刻度”。“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

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叶县，古

老的愿景与全面小康的步伐相向而行。

老有所养。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民办公助”的指导方针，该县积极探索

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构建平台、强化保

障、完善机制，逐步建立覆盖城区、向农村

延伸的养老服务体系。

壮有所用。全县贫困劳动力实现转

移就业27010人，有就业意愿贫困劳动力

就业率100%；贫困劳动力接受技能培训

25537人，有培训意愿贫困劳动力培训率

100%。同时，在县内开发不同岗位，实现

贫困劳动力县内就业。

幼有所长。落实教育资助，建立健全

叶县扶贫助学体系，做到应助尽助、应保

尽保、不漏一人。成立控辍保学工作领导

小组，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定期开展“回

头看”，对学校控辍保学工作开展情况进

行过程督查。坚持开展教育扶贫“五个

一”活动，即：每名教师帮扶一名以上建档

立卡贫困生、每学期入户宣讲一次国家教

育资助政策、每季度入户进行一次家访、

每半年为贫困生家庭办一件实事、帮扶教

师辅导学生至少提高一门薄弱学科成绩。

住有所居。利用各类资金8000多万

元，对9017户群众实施危房改造或迁入安

居工程。为改善居住环境，对11460户实

施改厨、改厕、改水、改电、改院、改圈，适当

增添必要生活设施的“六改一增”提升工程。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辅具适配

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为600户建档

立卡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了无障碍改造；

认真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上半年共发

放补贴资金696.6万元，惠及残疾人10.6

万人次。对符合低保、特困供养的贫困户

实行“前置兜底”，低保标准提高到每人每

年3860元，特困供养对象集中、分散标准

分别提高到8600元、4400元……

去年，全县还新建扩建标准化卫生室

548个，实施安全饮水工程413处，规划

建设通村公路253.6公里，实现了安全饮

水、标准化卫生室、党群服务中心、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

民生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党中央

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来，叶

县每项重大制度的出台，每个重大议题的

设置，都直指一个目标——让人民过上真

正的好日子。

数据最有说服力：连续多年，叶县民

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均在七

成以上。

“淅川属南北过渡性气候，温和湿润，

光照充足，适合软籽石榴等林果生长，加

上今年风调雨顺，水果个儿大味甜，丰收

节期间，每种水果都是爆款。”近日，淅川

县委书记卢捍卫在天猫直播间推介软籽

石榴时说，当天的直播活动累计销售石榴

1.6万单，销售额达64万余元。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

在地和核心水源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守着“大水缸”，握着“水龙头”，但也因

此戴上“紧箍咒”：有树不能伐，有鱼不能

捕，有矿不能开，有畜不能养。“我们按照

‘快见效、可持续’的要求，发展高效生态

产业，实现‘短中长’最佳优化，把生态产

业做大做强，使其成为富民强县的‘恒

业’。”卢捍卫说。

该县短线产业主要因地制宜，发展食

用菌和中药材等特色种植产业集群，确保当

年见效和当年脱贫；中线产业突出生态高

效，发展软籽石榴和薄壳核桃等特色林果产

业集群，确保三年大见成效和中期致富；长

线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依托香严寺、坐禅谷

等旅游资源，全力创建丹江湖5A级景区，

依托蓬勃发展的生态产业，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确保五年持久见效和长期小康。

“短中长”三线产业项目，让淅川贫困

群众得到了真正实惠。9月22日，在毛堂

乡龙泉村黄金梨基地，前来采摘的游客络

绎不绝。毛堂乡党委副书记张建军介绍，

近年来，毛堂乡共发展黄金梨2500亩，近

百户贫困群众通过产业发展实现了“一地

生三金”：土地流转“收租金”，就地打工

“挣现金”，入股合作社“分股金”，户均增

收5000元。

目前，淅川县“短中长”三线产业体系

已基本形成，短线产业已发展食用菌

4000万袋、小龙虾2万余亩、中药材5万

亩，户均年增收4000元以上；中线生态林

果业已达30多万亩，户均年增收5000元

以上；培育乡村旅游点和农旅示范园40

余个，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短中长”

产业集群年综合产值达138亿元以上，实

现了水质保护、群众脱贫和企业获利“多

赢”，发挥了产业扶贫在脱贫攻坚中的支

撑作用，真正为贫困群众打造出了脱贫致

富的“恒业”。

如何畅通销售渠道，消除产业发展的

后顾之忧？卢捍卫介绍，该县在坚持“三化

引领、三业并举”的基础上，统筹考虑扶贫

产业的后续发展问题，着力在宣传推介、完

善配套上下功夫。通过策划赏花节、石榴

节等具有淅川特色的活动，提升生态产业

知名度；发展冷链储和深加工，投资上亿元

建设了总库容超过5万吨的保鲜库和15

个冷链仓储，有效解决储存问题。支持农

副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强，使本地的生态

产品实现深加工，提高附加值；借助创建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机遇，

构建县、乡、村三级电商网络，让贫困群众

搭上了互联网“致富快车”。

优良的自然环境和“保姆式”的服务

刺激了淅川软籽石榴、杏李、黄金梨等生

态产业的高品质发展，丹江鱼、大闸蟹、小

龙虾等优质农产品已进入城市餐桌。近

年来，淅川县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31

家，林下作物套种面积达50%左右，全县

贫困户80%以上的收入来自扶贫产业，1/

3以上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短中长”生

态可持续脱贫模式，被评为“大国攻坚 聚

力扶贫”第二届中国优秀扶贫案例。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康帆 杨振辉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黄津丽
冯云丽）“南乐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

24日，在南乐县召开的全省城乡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暨农村学校建设工作现场会上，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毛杰说。

小县办出大教育，穷县办出“富”教

育。作为一个人口只有60万、经济基础

薄弱的传统农业小县，南乐教育成为全

省教育系统的突出典型。今年，南乐县

3374名高考考生中，本科上线2698人，

上线率79.96%。

“我们牢固树立‘教育是最大民生’的

理念，坚持教育先行，把乡村教育振兴工

程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断加大投入、优化配置、补齐短板，促进了

教育事业发展。”南乐县委书记刘冰说。

南乐县坚持财力、编制、规划三个教

育优先，2018年，全县安排教育支出6.8

亿元。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助学，全

县民办教育总投资3.95亿元。近三年

来，累计投资5亿多元，新建、改扩建学校

86所。

从2018年起，南乐实行乡村教师差

别化补助，县财政每年拿出500余万元，

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贴，叠加执行乡

村教师生活补助、班主任津贴、教龄津贴

“三项补贴”政策，建立“越往基层，越是

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制。近三年，

县财政累计拿出1000多万元，表彰奖励

教师586人，培训教师16700人次，培养

市级以上骨干教师458人、省市级学科带

头人154人，名师队伍不断壮大。

“南乐将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促

进教育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县人

民。”南乐县长曹拥军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近日，省委组

织部、省委政法委、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司法厅、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联合下发了《关于推动国家工作人员

旁听庭审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根据该《意见》，全省各地各部门将

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制度，把旁

听庭审活动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

的重要形式，计入国家工作人员法治培

训学时学分。国家工作人员每年至少

旁听庭审一次。建立国家工作人员旁

听庭审工作固定联系机制，市、县级普

法依法治理职能部门和同级人民法院

应分别确定旁听庭审工作联络员，负责

共同协调安排旁听庭审事宜，把旁听庭

审活动与法律进机关(单位)、机关(单位)

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创建工作密切结

合，增强法治教育效果。

本报讯（记者杨青）9月25日，记者

从郑州商品交易所了解到，该所近日对

强麦期货相关业务规则进行了修订完

善，主要修订了强麦期货基准交割品指

标要求、替代品质量指标及升贴水、交

割方式、纯度鉴定、限仓标准等；采用车

（船）板交割方式并创新性加入交割预

报机制，在贴近现货市场实际的前提

下，促进期货交割更为顺畅。

据了解，本次修订的亮点是通过

完善基准交割品指标，解决了现货中

质量一般的强麦进入期货交割环节后

升水交割的问题，并通过调整交割方

式，明晰了交割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时的责任归属，使得交割流程更为顺

畅。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强麦交

割前仍须入库，且需要进行交割预报。”

永安期货小麦分析师郑宇表示，强麦交

割方式改为车（船）板交割后，为方便市

场参与各方对可供交割货物进行研判，

此次修订增加交割预报机制，能够使产

业客户提前预判可供交割货物，更好安

排生产经营和制定套期保值计划。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
君张瑞敏）近日，河南省2018年度非重

点生态功能区县（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目标考核评价综合排序发布，长葛

市拔得头筹，位列全省县（市）第一名。

此次考核按照《河南省市县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目标考核评价办法》规定

进行评定，评价结果经省委常委会第

129次会议审议通过。

近年来，长葛市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许昌市委决策部署，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

根本方向，按照“双轮驱动、项目支撑、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总体发展思路，

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保

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走出了一

条具有长葛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

2018年，该市完成生产总值630亿

元，增长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1亿

元，增长19.8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398亿元，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9.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5亿

元，增长10.2%；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

“在学习中感悟，在感悟中践行。

我们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契机，继续巩固升华理想信念，树

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思想理念和思维

方式，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韧

性，持续走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前列。”

长葛市委书记尹俊营表示。

本报讯“自去年县里实施城乡环卫

保洁一体化市场化运作后，我村每天都有

6名环卫工人和8名公益岗位保洁员专门

打扫卫生。如今，村里的道路平坦干净，

一点也不比城市社区差。”9月26日，汤阴

县韩庄镇部落村干部陈一菲说。

为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要求，汤阴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通过公开招标方式，

确定桑德等保洁公司作为全县城乡一体

化市场化运作公司，配备全县298个行政

村垃圾清扫人员和垃圾收集设施，建立

“户收集、村集中、乡运转、县处理”的垃圾

收集转运处理模式，实现县域城乡环卫保

洁一体化社会化服务全覆盖。

汤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汤阴县一方面以百城提质为

载体，投资3.2亿元改造8条旧街道，增加

100多座候车站亭、3处大型公园、20余

处街心游园等，另一方面，大力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投资上亿元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路瑜原金贵）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周光辉）

9月27日，漯河市农信社与该市总工会在

临颍县农信联社车站信用社联合举行“户

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揭牌仪式。

“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是按照市总工

会统一标准设立、张贴工会统一标识、接受

工会指导管理的户外劳动者服务场所，能

够面对面、零距离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冷可

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等优

质服务。

漯河市农信社主要负责人徐峰表示，

漯河市农信社将设立100个“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

9 月 30 日

上午，安阳商都

农商银行开展走

访慰问活动，银

行领导班子成员

将慰问品送到老

党员、老干部家

中。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郑江龙摄

10月5日，在新安县磁涧镇礼河村一石榴园，一位游客在采摘软籽石榴。国庆黄金周期间，一些游客选择了短程郊外乡村游，既能感受到

浓浓的秋景，还能体验采摘乐趣。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9月28日一大早，汝南县板店乡冯屯

村张洪斌种的玉米地里，一台玉米收获机

械正“轰隆隆”地作业，秸秆粉碎与收获一

次完成。村民们围在地头议论着。

“洪斌，咱两家种的玉米品种一

样，施肥也一样，可为啥你家玉米一亩

能打 1300多斤，我家一亩只打 800多

斤。”

张洪斌从停在地边的一辆四轮车上

走下来，用手指着刚收割的玉米地说：“我

增收的窍门就在这里。”

只见张洪斌弯下腰，随手抓起一把

刚粉碎的玉米秸秆向前一撒说：“你看这

秸秆粉碎得多好，秸秆还田后可以顶一

茬粪肥，增加土壤肥力，保墒、补充土壤

养分，等于把庄稼种在‘粪堆’上，能不增

产吗。”

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喜接过话茬说：

“秸秆还田能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

含量，改善土壤性状和质地，种粮食当然

能增产了。”

张洪斌从2000年开始租地种粮，起

初只有10多亩，由于惠农政策越来越多，

效益连年增加，他也不断地增加租地亩

数，目前已达到50多亩的规模。 提起秸

秆还田的好处，张洪斌算了一笔经济账：

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等微量元素，

属于天然的土地“滋补营养品”，一亩玉米

秸秆还田，相当于上了10多公斤化肥。秸

秆粉碎到地里，减少水分蒸发，少浇一两

遍水。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张红卫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林姝
媛 赵小瑞）9月30日上午，郑州市惠济

区新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暨成立大会在郑州陈砦（双桥）花

卉基地召开。作为郑州市首个登记备案

的新社会阶层人士社会组织，惠济区新

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的成立，在该区统

一战线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惠济区新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主要是由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

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

员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人

士为主体自愿组成的，是具有统战性、联

谊性、专业性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

惠济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

成立后，将通过学习教育、培养人才、建

言献策、服务社会、联谊交友等，广泛吸

纳全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充分发挥自

身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信息资源等方面

优势，努力成为惠济区委、区政府联系广

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为

惠济区加快构建“一核三带六园”空间布

局，全力打造“生态城、旅游城、健康城、

科技城”凝心聚力，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本报讯“感谢息县人民医院医护

人员的细心护理。”9月26日，产妇佘女

士说。此前，佘女士在该院诞下一个仅

有1.16公斤的“袖珍宝宝”，宝宝营养不

良，并有贫血、停氧不耐受等并发症。

在医护人员精心呵护下，宝宝康复出

院。

两个月前，佘女士在孕28周时出现

早产症状，入息县人民医院产科待产。

产科主任张轶娜充分评估孕妇及

胎儿出生后的病情，制订出周密的诊治

方案。宝宝出生时在产房初步复苏后

转入新生儿科病房。主治医师陈军强

应用先进的早产儿管理知识对患儿进

行救治，顺利帮助宝宝度过呼吸、营养、

感染等危重关口。

“但宝宝胎龄小、体重轻，后期相继

出现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喂养不耐受、

贫血、停氧不耐受等并发症。”佘女士说，

在主任黄红的指导下，陈军强医师针对

宝宝病情制订个体化方案，予以输血、

静脉营养支持、鼻饲微量喂养等治疗后

宝宝病情日益好转。

“宝宝的康复出院，开创我院乃至信

阳市同级医院胎龄最小早产儿救治成功

的先例。”该院一负责人说。（唐楠侯艳丽）

本报讯 10月5日下午，四五级的东

北风吹得树叶到处飞扬，悬挂在虞城县城

区道路两旁的部分国旗也被吹得卷起

来。环卫工人丁友民看到后，用长杆子扶

正被风卷起的国旗。这个视频迅速传遍

了当地微信朋友圈，网友称赞丁友民为

“最美护旗手”。

在丁友民的带动下，市民和沿街店铺

商家纷纷自觉加入行动，将卷起来的国旗

展开扶正，他们与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一

起成为街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贾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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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城县

人人争做“最美护旗手”

叶县 打亮“民生”底色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我省国家工作人员旁听庭审将常态化淅川县“短中长”产业让贫困户稳定脱贫

来自叶县的报道之六

郑州商品交易所

修订强麦期货业务规则

我省非重点生态功能区高质量发展目标考评中

长葛市拔得头筹

郑州首个新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

息县人民医院

“袖珍宝宝”康复出院

漯河市农信社

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汤阴县

环卫一体化 城乡面貌新

南乐 穷县办出“富”教育

种粮大户的增收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