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推动全国范围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王建立左易和代珍珍

牢记嘱托 奋勇争先
走在农业强省大路上走在农业强省大路上

中原粮仓 越筑越牢

漯河市召陵区 凝聚社会力量打造扶贫“志惠超市”2.0版

随着“滴”的一声响，拴着蓝色绳带的

“青年镇志惠超市积分卡”上消费的金额

已被扣除，超市银色智能刷卡机的彩屏上

清楚地显示“用户：李现军；金额：114.7

元；消费：65元；余额：49.7元……”

10月18日上午，李现军来到村里的

大型综合超市东升购物广场，“刷卡”购买

一桶金龙鱼菜籽油，拎着油回到家中，他

把卡从脖子上取下来，挂在堂屋西墙上全

家福照片的左侧，方便家人取用，卡片正

对着门边春联上的“五福临门”四个大字。

今年58岁的李现军是漯河市召陵区

青年镇砖桥村5组村民，他和老伴常年有

病，再加上两个孩子外出上学，导致家中

入不敷出，成为村里的贫困户。自从去年

12月，镇扶贫办为他办理含有电子芯片

的积分卡，这张能挂在脖子上防丢失的卡

片成为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物件”了。

“说实话，村委会院里也有一个‘志惠

超市’，里面的东西少不说，吃的米面油啊

什么的，长时间没人领保不准就过期了。

比方说，我家今早就没油吃了，你拿个过

去的纸片卡想换壶油，村里不会随时有人

在那里等你换东西。”李现军说，现在用这

个卡，只要你按要求干活积分，那就等于

是自己挣了现金存卡里了，家里缺啥少

啥，随时到村里超市刷卡买。

近半年来，能随拿随取的“卡片”已成

为李现军一家人参与拾掇庭院、巡逻打更、

帮助邻里等劳动的动力之源。他说，15岁

的儿子和18岁的闺女平常督促他多挣积

分，放假回来了还主动对着积分表干活挣

分，孩子拿着卡随时能到超市买些学习用品

或者小零食，干活多积分就多，咋不积极呢！

正如青年镇“志惠超市”积分卡上印

的“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致富光荣”一样，召

陵区以该镇为试点，打破传统“志惠超市”

产品单一、服务不周、质量难保等弊端，与

社会超市合作，打造“志惠超市”的升级版，

真正调动起贫困户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目前，召陵区6个乡镇的“志惠超市”

均已融入社会超市，惠及全区贫困户

1670户4915人。他们都和李现军一样，

随时随地可以拿着电子积分卡到最近的

社会超市“刷卡消费”，社会“志惠超市”真

正激发出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我们以建设‘志惠超市’为平台，不

断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切实改变贫困群众

‘等靠要’思想，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

性、主动性，全力助推我区脱贫攻坚。”召

陵区委书记刘耀军说出了提升完善全区

“志惠超市”的根源所在。

去弊存利探索“志惠超市”服
务新模式

2018年6月，按照召陵区的统一部

署，全区各个行政村建立了“志惠超市”，与

其他地方的“爱心超市”名字有二字之差，

却更加注重扶贫与扶志紧密结合，更加突

出贫困户的主体地位，变被动接受为主动

参与，让贫困户做到“有志气、得实惠”。

但“志惠超市”经过近半年的运行，逐

步显现一些弊端。“从总体上看，主要在四

个方面存在一些不足。”召陵区委副书记、

“志惠超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赵广成说。

一是村里接受捐赠不均衡，物资、数

额有差异，村与村之间“志惠超市”物品种

类、数量差异较大。

二是村里“志惠超市”物品种类较为

单一，多是牙刷、毛巾等一些日常生活用

品，无法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需求，而且

商品更新慢，存在产品过期变质风险。

三是村级“志惠超市”需要安排专人

进行管理，物品进出数量、金额统计、商品

摆放、整理、环境卫生管理等工作加重了

村级负担，各村管理情况也参差不齐。

四是村里商品兑换标准不一，贫困户

干相同的活兑换的物品却不尽相同，物品

兑换标准存在争议，难以达成绝对公平。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研，充分了解到贫

困户对于“志惠超市”建设运行过程中的

所思所想所盼后，召陵区决策层决定以青

年镇为试点，将社会超市与“志惠超市”相

融合，打造一个让贫困户乐于接受的全新

的能够充分激发内生动力的平台。

▶下转第二版

机声隆隆，秋种正酣。

10月18日，浚县30万亩高标准农田

项目区，卫溪街道办付庄村种粮大户付太

华站在地头，望着翻起层层土浪，往来穿

梭的深耕机、旋耕机，心里格外踏实：“种

子备齐了，再过两天就可以种麦了！”

“今年秋粮还是大丰收，我种的玉米

亩产在1400斤以上，多亏了高标准农田

建设！”说起粮食产量，付太华一脸喜悦。

与付太华一样喜悦的，还有鹤壁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区的18万余户农民。

作为全国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

试点市、全国农业综合标准化示范市、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近年来，鹤壁市统筹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带动全市粮食产量实现“十三连增”，

示范区小麦、玉米平均单产连年提高，累

计创下25项全国粮食高产纪录，筑牢了

中原粮仓，扛稳了粮食安全重任。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鹤壁高标准农田

项目区，感受着农业生产的新动能，也感

受着中原粮仓连年丰收的底气。

小田变大田小田变大田，，废地变良田废地变良田

在鹤壁，田成方，林成网，路相连，渠

贯通……这样的场景，在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区随处可见。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

了粮食产能，增强了抗逆减灾能力，稳固

了粮食生产根基。

“我们这土质发黏，以前一到下雨天，

老百姓下地时，泥巴粘到鞋上甩都甩不

掉，把鞋甩掉了泥还不掉！”站在地头，付

太华回忆说，那时候的路窄得很，大型农

业机械根本就进不来。

2012年，付庄村划入鹤壁市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区，重新归整土地，打井、修

渠、配电、修路……一系列农田配套设施

日趋完善，宽阔的水泥路修到了田间地

头，小田变成了大田，边角碎地、废地摇身

一变成了良田，旱能浇、涝能排，粮食产量

大幅提升。

统计数据表明，“十二五”以来，鹤壁

市统筹推进，连片治理，打造粮食生产核

心区，共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47个，

累计投入资金15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

62.5万亩。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持续推进，

全市小麦、玉米平均亩产分别增加36公

斤、71公斤，化肥和农药利用率提高6%，

每年亩均节约农药、化肥、人工等成本

133元，新增效益359元。”鹤壁市农业农

村局农田建设管理科科长杨洁说。

规模化种植规模化种植，，催生新农人催生新农人

在浚县，付太华小有名气。

与土地打交道近40年，付太华对土

地充满了深厚的感情。2012年，眼光独

到的他抓住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机遇，在付

庄村流转200亩土地，成立了全县首个家

庭农场，成了实实在在的“种粮大户”。

付太华种地，明显高人一筹。今年麦

季，他种的小麦平均亩产1520斤，较周边

地块高出200多斤，让村民羡慕不已。

“我种粮之所以能够连续增产，是因

为我有优势。以前省农科院专家来我们

这搞试验，推广新技术，我就跟他们学，选

啥品种咋样管理，慢慢地就都懂了。”付太

华说，科学种田既省钱还增产，我这一亩

地除掉成本，年纯收入700元左右。

付太华的种地经历，是鹤壁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变化的缩影。高标准农田建设

解决了耕地经营分散、生产方式落后等问

题，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懂技术、有能

力、有设备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新时期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带

动了鹤壁农业生产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鹤壁市共有农民专业合作

社1889家，家庭农场609家，种粮大户

500多户。全市流转土地面积46.59万

亩，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面积

超过28万亩。

装上智慧眼装上智慧眼，，农田数字化农田数字化

在付庄村，随着劳动力的转移，越来

越多的农户将土地流转或托管给了付太

华，他的种地面积扩大到220亩。一个人

打理这么多土地，付太华却感到很轻松。

“现在项目区种地全程机械化，需要

的人工越来越少，并且高科技的玩意儿用

得越来越多。你瞅瞅，各种田间数据手机

里就能看到，啥时候浇水、啥时候防治病

虫害，一目了然，方便得很！”说话间，老付

掏出手机打开了星陆双基物联系统APP。

原来，鹤壁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大力

实施“数字农田”工程，建成了“市有平台、

县有中心、乡有信息站、田有采集点”覆盖

全域的信息网络，全市62.5万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了62个监测站，装上了可接收卫

星数据的农田信息监控系统，对苗情、墒

情、农田生态环境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

并实时传输、智能分析、及时发布，做到了

农田生态环境、苗情、灾情的可视化、数据

化处理，把预警信号、防范措施及时传递

到农业生产一线，进一步提升了粮食生产

现代化水平。

“2020年，鹤壁将投入资金，打造一

个高效节水灌溉亮点，即水电双计数智能

灌溉技术，通过手机监测农田的用水量、

用电量数据，进行智能化管理，提升高标

准农田建设质量，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

展。”鹤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朱志清

介绍说。

农田数字化建设，鹤壁远远走在了全

省前列，为粮食生产注入了强劲动能。看

鹤壁大地，一幅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

壮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透过鹤壁高标准农田建设看粮食生产新动能

“现在咱们黑龙镇一天一变样，几年时间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宽阔、村庄干净整洁、群众安居乐

业，这样的日子得劲、有奔头！”近日，唐河县黑龙镇尚

庄村党支部书记赵玉莲高兴地说。

近年来，黑龙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把奋斗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在抢抓机遇中突

破发展，在守正创新中砥砺前行。河南省文明村镇、河

南省卫生镇、河南省国土绿化模范镇三个省级“金字”

招牌花落黑龙镇；连续两年被南阳市委、市政府授予

“脱贫攻坚工作先进乡镇”，2018年，被南阳市委评为

“先进基层党组织”；自2017年4季度至今年2季度，

黑龙镇在唐河县脱贫成效考核中，连续7个季度夺得

第一名……昔日这片“三山三岗四分田，黑土薄地温饱

线”的贫瘠之地，经过6年栉风沐雨的艰苦创业，一跃

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高质量党建推动脱贫高质量。近年来，黑龙镇共

投资1500万元，建设3个党建主题广场，1个镇级党员

党性教育基地，教育基地接待各级培训学习90余批

次，培训学员2600余人次；高标准、新建升级村级活动

场所15个，全镇27个村级活动场所全部达到一厅五

室的标准，全镇软弱涣散村全部整改到位，通过对后进

村的整顿提高，确保脱贫攻坚路上不漏一村、不掉一

人，涌现出了黑龙镇村、谢庄村等多个全县先进典型。

“党建+”为扶贫工作护航。黑龙镇推行“党建+”

模式，把党建工作与扶贫工作高度融合，不断深入推进

民生工程，对全镇所有贫困户分类施策，实现了十项行

业政策全覆盖，低保、“七改四有”实现所有贫困户全覆

盖。在镇村投资3000余万元，建成镇养老中心和5个

村幸福大院，安置五保贫困户和失能半失能人员283

人，解决了全镇贫困五保户和失能半失能五保户集中

供养难题。

“党建+产业”。建成12个扶贫基地，实现了所有

贫困户到户增收全覆盖，全部贫困户实现产业多项叠

加，户均年收益可达5500元。引进扶贫车间5个，安置

贫困户95人就业，安置公益岗398人，其他安置就业

154人，实现了有劳动力和部分劳动力的全部就业，户

均增收6000元以上，形成多轮驱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扎实开展“志智双扶”“三个一”活动。在5个中心建设

村级“同心超市”，在集镇两家大型超市设置扶贫专区，实现了同心超市对贫困户全

覆盖，累计发放物品价值50多万元。

“党建+文明新风”。在党建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乡村大舞台等场所，

通过音乐、戏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倡导文明新风。同时，各村通过开展

“文明户”“卫生户”等评选活动，发放荣誉证书及物品，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共同打

造整洁优美的生产生活环境。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10月 25

日，记者从漯河市科技局获悉，该局从

即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在全市

科技特派员中开展以学习重要指示、

走进基层一线、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走基层、强服务、促

创新”活动，鼓励科技特派员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用科技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据悉，此次活动是漯河市科技局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科

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的务实举措。目前，漯河市

已组建了1个市级科技特派员服务团、

5个科技特派员服务队，选派了100名

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贫困户。据

统计，全市科技特派员活跃在扶贫工

作一线,共服务农村合作组织（企业）

186个，创办农村合作组织（企业）16

个，建立科技示范基地68个，开展科技

培训851场次，协调帮扶资金417.95

万元，引进新品种新技术148项，辐射

种植面积62990亩，带动贫困村143

个，贫困户856户，受益农民23346人，

实现增收9213万元。

“我们开展的活动以‘七个一’为

载体，即：开展一次政策宣讲、开展‘我

为发展献一计’活动、联系一个重点产

业、招引一个扶贫项目、推广一个新品

种（新技术）、联系一个贫困村、帮扶一

个贫困户，引导广大科技特派员发挥

专业特长、提供技术支撑。”漯河市科

技局局长袁国亮说，通过实实在在的

措施帮助解决“三农”实际问题，开展

精准服务，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形

成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

撑、相互配合、有机衔接的良性互动格

局。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10

月28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

创新发展大会中医药产业发展及人

才培养国际论坛、第三届健康中原高

峰论坛暨中国·南阳第十四届张仲景

医药文化节在南阳开幕。

本届节会以“智汇医圣故里，传承

仲景文化，推动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共设置开幕式及主题报告会、

拜谒医圣张仲景、第二届中国·河南招

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中医药产业发展

及人才培养国际论坛、第三届健康中原

高峰论坛、全国中医妇科疑难病学术高

峰论坛、中医药惠民服务等分项活动。

南阳是中国重要的中医药文明发

祥地之一。近年来，该市把“中医药

强市战略”摆上突出位置，在全国率

先成立了中医药发展局并列入市政

府工作部门，连续举办十三届张仲景

医药文化节，并积极推动恢复张仲景

国医大学，荣获“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试验区”“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市”等称号，中医药成为该市新的经

济增长点。

漯河市百名科技特派员

开展“七个一”活动助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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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董希峰程传运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王林东柴永超

10月28日，游客在渑池县北部

深山区的韶山观赏红叶、拍照留影。

韶山红叶观赏区植被丰茂，面积高达

10万余亩,是亚洲最大的红叶观赏基

地。每年的10月初、10月中旬到11

月初是当地红叶最佳的观赏期，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杨
远高通讯员王一博摄

韶山红叶
红似火火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国家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28日表示，优化营商环

境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

型经济的重要保障，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抓实

抓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各

项工作，推动全国范围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在当天举行的全国优化营商环境经验交

流现场会上，林念修指出，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于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意义重大。要强化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用

法治来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打通制约营

商便利化的堵点，努力为市场主体投资兴业

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

境。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

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继去

年从此前78位跃至46位，今年再度升至第

31位，跻身全球前40，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

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

第十四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