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日，灵宝市2019年中小学生阳光体育运动会在该市实验二中举行，比赛共设田赛、径赛、单项和接力70余个项目。开幕式上，市实验二中的“阳光体操”、豫灵镇希望小学

的“亚武天锣”等阳光体育特色项目展示，精彩纷呈。刘晓伟摄

灵宝 阳光体育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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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现在，俺家门口这条小巷路面平整了，下

水道通畅了，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俺心情

也美美的。”11月3日，说起家门口小巷的

变化，新蔡县古吕街道广电巷居民耿协常

竖起大拇指。

近年来，新蔡县全力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市民文明素

质和城乡文明程度得到有效提升，创建文

明城市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该县先后获

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河南省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等荣誉。

持续提升城市“颜值”。新蔡县以创

建文明城市为统领，按照“提升老城区，

巩固行政区，力推新城区，民生优先、建

管并重、科学谋划、规范运作”的城市建

设思路，立足“生态水城、秀丽田园、大美

新蔡”目标定位，深入实施“一库一联通”

“一路一循环”等重点城建项目，做好以

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

业“兴”城四篇文章，彰显城市特色、提升

城市品质。

该县坚持从小处着眼、细处着手，以

“绣花精神”推进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突

出开展“四治（治污、治堵、治脏、治差）行

动”，着力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市容秩序

和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着力推进绿

化综合提升行动，对城区所有路段的绿

化进行加高、加密、加彩，让城市四季常

青、五彩缤纷，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和内

涵。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文明城市创

建中，新蔡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切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各项工

作，努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民生雨露

滋润着百姓心田。开工建设群众文化艺

术中心、图书馆、体育中心等综合性公共

文化设施，逐步构建“15分钟健身圈”“10

分钟生活圈”。实施问津教育园区内一高

新校区等项目，城区办学条件逐步改善。

新建新区医院项目，与省人民医院开展合

作成立的河南省人民医院豫东南分院投

入运营，极大提升了全县医疗水平。

厚植城市文明底色。在城市建设中，

该县以创建文明城市为抓手，积极推进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实施市民文明

素质提升工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

入城市环境，融入百姓生活，积极提升城

市形象、培育城市文明，促进了城市“颜

值”“内涵”双提升。

该县坚持以深入宣传贯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主线，以“践行价值观，文明

我先行”活动为载体，大力加强公民道德

建设，不断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在全县

形成人人争做城市主人翁、人人都为创建

文明城市添光彩的良好氛围。该县先后

涌现出了王鹏、王霞、刘玉喜等“中国好

人”，形成了阵容强大的“新蔡好人”群体。

新蔡县委书记王兆军表示，全县上下

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干干实，奋发有

为，持续提升城市品质，不断增进民生福

祉，努力让城市更宜居、社会更文明、人民

更幸福。

“张司令”大名张全收，是上蔡县朱里

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也

是“全顺模式”劳务派遣的创始人，不少农

民工都亲切地叫他“全收哥”。因为他有

个“农民工司令”的美誉，所以大家也爱叫

他“张司令”。

为了摆脱贫困他南下“寻路”

张全收自幼家境贫困，因交不起两块

七毛钱的学费，年仅14岁的他，小学毕业

后就开始在社会上闯荡，卖过冰棍、爆过

米花、搞过建筑、烧过砖瓦、当过漆工、开

过饭店，还跑过客运，虽然饱尝了这些工

作的辛苦，但是他依然没有如愿成为先富

起来的人。

1997年，张全收揣着100多块钱南

下深圳闯天下。

他很快发现，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一方面工厂急于用人却招不到人，

另一方面，好多像他一样形单影只从农村

出来的农民兄弟很难找到工作。

把这些农民兄弟组织起来，一起组团

去厂家找工作，不但能帮助这些举目无亲

的农民兄弟很快在深圳落脚，自己不也能

从厂家赚点介绍费吗？有了这个念头后，

张全收说干就干，于是就有了他现在的

“劳务派遣”事业。

为了农民工致富他倾心“铺路”

随着打工热的兴起，“民工潮”不断涌

向深圳这个充满朝气的城市。 不少初来

乍到、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农村青年没有想

到，深圳并不像传说的那样遍地都是工作

岗位。

工作不好找，吃饭没有钱，回家没路

费，住马路边没暂住证还要被处罚。就算

幸运找到工作，有的被老板克扣工资，有

的在工作期间受到伤害没人管，甚至有的

被骗到黑工厂……

看到这些情况，张全收这个农村出来

的苦孩子坐不住了，他要找到一个让农民

工出来安心务工、放心挣钱的路子，为农

民工致富铺一条平坦的大道，给外出务工

人员建起一个温暖的“家”。

经过多方咨询和探索，张全收的深圳

市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创造出了

包培训、包年薪、包月薪、包吃住，待工期

间照发工资，实行跟踪管理，重大疾病和

意外伤害实行全包的劳务派遣新模式。

2008年，受国际环境影响，不少企业用

工大减，待工的农民工最多时达3500多人，

待工时间长达两个月，这两个月期间张全收

按照承诺，不但给这些待工的农民工管吃管

住，还按月照付他们工资总计800多万元。

张全收创造的这种被专家誉为“全顺

模式”的劳务派遣服务模式，很快在农民工

中传播开来，全国来自河南、山东、安徽、湖

南、湖北、四川、广西等地的农民工纷纷奔

着“一人就业盖平房，二人就业盖楼房”的

承诺，慕名投奔“农民工司令”张全收。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吹响后，张全收迅

速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扶贫志愿团队，

分别深入到驻马店的上蔡、确山、正阳、泌

阳、汝南、平舆，三门峡的卢氏等贫困地

区，转移就业5万多名农民工，带动1万多

贫困家庭脱贫致富。其中，张全收在卢氏

县成立的河南金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被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命

名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新华社郑州11月2日电 记者从河

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11月1日，

全省已播种小麦8328万亩，占预计面积

的97.6%，已出苗6663万亩，麦播基本

结束。

据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小麦播期与

常年大致相当，河南省小麦播期相对集

中在 10 月 12 日~24 日，其间共播种

7264万亩，占预计面积的85%，日平均

进度约560万亩。小麦播种质量较高，

已出苗小麦苗齐、苗全、苗匀，冬前麦田

管理正陆续展开。

作为全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河南

今年小麦面积继续稳定在8500万亩以

上，与上年持平。小麦品种布局合理，

主导品种突出，优质专用小麦持续发

展。

麦播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将1350

万亩优质专用小麦指导性种植计划下

达市县，并从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

统筹1.6亿元安排优质小麦生产基地建

设，配套1.6亿元全程社会化服务化资

金，支持40个县建设优质小麦示范县。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农科

院、河南农业大学等单位专家还成立了

18个小麦专家督导组，对各地科学选用

品种、合理施肥、加强病虫防控等关键

技术进行指导督查。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由中央宣

传部印刷发行局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承办的“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

活动网络投票环节1日正式启动。

该活动作为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

村部共同主办的“2019年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活动”重点活动之一，旨在以公平、

公正、公开、严谨、科学、权威为原则，推

选出有“农”味，接地气，能够有效对接

群众需求，反映农民阅读趋势的图书。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是在2019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的基

础上推选，通过“农民朋友自荐+各地单

位推荐”、网络投票、专家评审三个环

节，最终推选出政治类、科技类、医卫生

活类、文化类、少儿类等5大类共100种

图书。

本次网络投票活动时间为11月1

日至9日，可通过关注“中国农家书屋”

公众号进入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霞
贾黎明）11月3日上午8时30分，2019

中国·孟州“隆丰杯”乡村振兴半程马拉

松赛在孟州市黄河大道中段文化广场

门前开赛，来自北京、贵州、江西等20多

个省市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的1800

多名选手纵情奔跑。

据了解，此次赛事以“品千年古韵

孟州城，赏醉美四好农村路”为主题，由

河南省田径协会提供技术指导，焦作市

体育局、孟州市政府主办，孟州市教育

体育局承办。赛程全长21.0975公里，

途经孟州市文化广场、黄河明珠雕塑等

城市地标和沿黄景观带、四好农村公路

等最美乡村景观。

经过激烈角逐，埃塞俄比亚选手叶

布沙力以1小时4分27秒的成绩获得男

子组冠军，肯尼亚选手立那斯、理查德

分别获得男子组亚军、季军；肯尼亚选

手安妮提安以1小时14分55秒的成绩

获得女子组冠军，肯尼亚选手嘉米丽、

瓦伦丁分别获得女子组亚军、季军。

新蔡“落小落细”提升城市颜值

脱贫战场上的“张司令”

作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曾经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的深度贫困村不仅如期摘帽，2018年人均年收入更是达到
16993元。作为劳务公司董事长，他创造出了包年薪包月薪的“全顺模式”，先后为230多万人次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带
回劳务收入200多亿元，为此他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10月29日，刚从北京领奖回来的张全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本报记者黄华

我省已播种小麦8328万亩
今年麦播基本结束

“农民喜爱的百种图书”
网络投票活动启动

孟州乡村振兴半程马拉松赛收官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上海11月3日电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向
平）10月24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教体局

副局长王进杰等4人为鲁山县瓦屋镇第

一小学送去了7000元捐款，这是该区

“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该区教体局从辖区筛选出

16所学校，124名名师、名班主任、名校

长等优秀教育工作者，1360名教育工作

者和爱心志愿者，对鲁山县、叶县偏远

贫困地区的学校、教师、学生进行一对

一帮扶。各学校通过送课下乡、“网上”

帮带等方式，开展教育教研活动。帮带

教师通过电话、微信、实地等形式了解

被帮带教师情况，制订帮扶计划（帮带

方案）和帮带措施，为被帮带教师送观

摩课600余节，开展教研活动2000余人

次，先后帮建了5个名师工作室，培训被

帮带教师1000余人次。

两年多来，该区教育系统共向鲁山

县、叶县贫困地区学校捐献电脑等办公

用品100余台（件），办公桌椅、学生课桌

椅等500余套，赠送书包、文具、保温杯

等用品5000余人次，捐助图书14000

余册，送鞋、衣服1300余人次，进行学业

指导、心理疏导3000余人次。

平顶山“百千万行动”温暖贫困学子

11月2日，在巩义市竹

林镇长寿山景区风情古镇，

工作人员在制作煎豆腐。

近年来，巩义市竹林镇依托

“绿水青山”的环境优势，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促进产业

融合发展，培育了一批乡村

美食店助力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