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之治·河南实践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梁
俊强）11月3日，鄢陵县举行了一场

特殊的就职签约仪式，该县公开选聘

的65名镇专职组织员与各镇签订聘

用合同，正式履职上岗。

该县此次选聘镇级组织员，旨在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工作

时作出的“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

强战斗堡垒，把党中央提出的重大任

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工作，抓牢、抓

实、抓出成效”重要指示精神，全面加

强基层基础工作，进一步充实基层党

建工作力量，培育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乡

镇专职组织员队伍，为决胜全面小康、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基层党建高

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此次新选聘的65名镇组织员，将

作为所在镇二级网格管理员，充分发

挥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服务群

众、凝聚群众的作用，重点抓好网格内

村级党组织建设，指导村级党组织做

好党员发展、教育管理等工作，推动抓

党建促脱贫攻坚、促集体经济、促乡村

振兴等各项重点任务落实落地，全面

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质量和水平。

今年以来，该县针对农村基层党

建工作实际，创新实施农村基层党建

网格化管理，以镇为单位，构建起“镇

党委—工作区党总支—村（各类经济

组织）党支部—村民组党小组”四级基

层治理网络架构，逐级建立网格长和

网格管理员队伍，探索形成了党组织

统一领导、各类组织积极协同、广大党

员群众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
西平任惠民）“原来破屋断墙没人管，

现在收拾好了能挣钱。”11月4日，提

起乡村发生的显著变化，兰考县东坝

头镇农民这样评价。

近年来，兰考县坚持“把强县和

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

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的理念，

全面开展村庄环境整治，突出抓好宅

基地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该县拆

除“沿路跑”房屋面积1120亩，腾出建

设用地指标700余亩；复垦验收农村

建设用地 3181 亩（其中新增耕地

3136亩），缓解了乡镇经济发展用地

紧张的局面；将整理好的土地本着

“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原

则，实现“一宅变四园”（菜园、花园、果

园、游园）。东坝头镇张庄村先后改

造闲置宅基地及院落53家，建成了

“梦里张庄”农家乐和24家民宿、7家

餐饮、5处教育培训场所等，收到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

该县还出台了《兰考县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三年行动计

划》，统筹谋划安排宅基地整治和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县财政对整

治后的空心院每个奖补机械费3500

元，明确了道路要宽、围墙要低、路灯

要亮、院内要洁、厕所要改“五个要

点”；围绕村内空闲地、废弃地、坑塘河

道和公共场所等开展补绿造景，打造

围村绿化林带；围绕村内河道、坑塘、

沟渠，疏通水系，完善功能，实现水进

村、水绕村的生态景观。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姚
淼）谁家的小孩玩火了，他们会上前制

止；谁在楼道里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

电，他们会上前劝阻……他们是一群

志愿者，他们的名字叫郑州市经八路

街道省委社区义务巡逻队。

2000年，退休后的孙辑庸协助省

委社区组建了这支巡逻队，队员从最

初的几个人到现在的130人。他们每

天都在社区家属院及周边街道巡查，

19年来从未间断。在经八路街道，像

孙辑庸这样的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

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了一批人、带动了

一批人，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10月26日，经八路街道办事处

对这些“最美志愿者”和“志愿服务先

进单位”进行了表彰。今年以来，该街

道办事处积极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群

众队伍为骨干，文明楼院、文明社区、

文明单位创建为载体，志愿服务项目

化为内容的“党建+志愿服务”工作体

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

理格局。

据介绍，经八路街道办事处今后

将把党建和志愿服务紧密结合，引导

党员和志愿者队伍认领志愿服务推荐

项目的服务内容，包括政策宣讲、环境

整治、科普宣传等，签署志愿服务承诺

书，积极参加社区党组织开展的相关

活动，引领推动文明社区建设。

“旧宅基”焕发新生机
兰考整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

充实基层党建工作力量
鄢陵选聘65名乡镇专职组织员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郑州经八路街道构建“党建+志愿服务”工作体系

11月5日，灵宝市寺河

乡窝头村一苹果储存窑洞

里，收购商正在挑选、购买

苹果。寺河乡是我省高山

优质苹果种植基地，苹果种

植面积达6万余亩,时下苹

果喜获丰收，果农家家户户

都在忙着采摘、储存和销

售。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 段景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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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洪强
张宇）“去年种一万袋，净挣34000元。今

年俺又多种了点儿，这菌棒上了架，一星

期就出菇了。”近日，西峡县米坪镇子母村

贫困户吴留成兴奋地说。目前，米坪镇建

档立卡贫困户中，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主

要靠发展袋料香菇、山茱萸种植脱贫致

富。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峡县大胆探

索产业做大、基地做优、企业做强、脱贫做

实“四位一体”的产业就业脱贫模式，实现

了县域经济发展与脱贫攻坚双丰收。该县

全力推进“菌果药”三大特色产业上档升

级，三大特色产业已形成种植、加工、服务

等全国最完整的产业链和最大的产业集群

基地，年综合产值200亿元以上，全县70%

农民60%以上的收入来源于三大产业。

“我县始终把做实做优特色农产品基

地作为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的集聚平台，

作为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西

峡县委书记、县长周华锋告诉记者，该县

围绕打造“全国最大的香菇生产加工出口

基地、全国领先的猕猴桃生产加工基地、

全国知名的中药材生产加工基地”定位，

锲而不舍地抓，持续不断地推。

目前，该县共打造香菇标准化生产基

地176处，山茱萸基地20万亩，猕猴桃人

工基地13.5万亩、野生基地40万亩，初步

建成了百公里香菇长廊、百公里山茱萸长

廊和百公里猕猴桃长廊三大产业集群基

地，实现了车间建在家门口，基地对贫困

户全覆盖。

“产业发展主要靠龙头企业带动，企

业做大做强，产业自然就做大做强了，脱

贫攻坚也有了坚强的支撑。”西峡县委常

委、常务副县长马俊论证了企业做强对脱

贫攻坚的意义。该县在发展“菌果药”特

色产业的同时，实施“抓大带小”的企业发

展战略，逐步培育壮大了宛西制药、仲景

大厨房、华邦和果然风情等一大批农产品

深加工企业，拉长产业链条，把贫困群众

吸附在产业链上，把龙头企业的车间建在

田间村头。

“目前，全县企业扶贫共覆盖贫困户

5685户11298人，分别占应享受扶贫政

策的贫困户6864户 14296人的 83%和

79%。”西峡县主抓扶贫工作的县政府党

组副书记朱元朝说。

就业是贫困群众增收的根本、脱贫的

关键。围绕“菌、果、药、牧、旅游”等支柱产

业及行业龙头企业，该县有3377户10846

名贫困群众直接或间接嵌入“种植、加工、

服务”等各类产业链条中，实现增收脱贫。

其中，1702户进入食用菌产业链，951户

进入林果业产业链，418户进入中药材产

业链，306户进入旅游产业链。

同时，开发护林员、保洁员、保水员、

保绿员等“四员”公益性岗位与企业岗位

各1000个，确保有劳动力的贫困户全部

就业。围绕规模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

电商、旅游等方面，与人社局、菌办、药办、

桃办合作，面向贫困户开展“订单式”“田

间课堂”“授课入户”等实用技术培训1万

余人次，及时转化就业1170人。

西峡“四位一体”为脱贫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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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兄弟’又来我们村义诊了，大

家不要慌，按次序来，都能轮得到……”11

月2日，平顶山市湛河区荆山街道梁李村

大喇叭的声音刚停，不少村民就开始向村

党群服务中心走去。

大喇叭里提到的“背上兄弟”，是大家

对窦小伟、李永和二人的特殊称谓，之所

以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

个感人的故事。

窦小伟与李永和都出生于1975年，

是小学同学，窦小伟患有先天性肌无力

症，到小学五年级时已经不能独立行走。

李永和就一直背着窦小伟上下学。高中

毕业前，为了能够照顾窦小伟，李永和与

窦小伟报考了同一所大学——洛阳医专。

大学毕业后，窦小伟与李永和又一起

开办诊所创业。直到现在，每天上下班，

仍是李永和背着窦小伟，他们由此被大家

叫做“背上兄弟”。看到窦小伟与李永和

前期创业艰辛，社会各界纷纷伸出了援助

之手。办理证件，工作人员直接提供上门

服务；租房子，房东每年免除他们两个月

的房租……

窦小伟与李永和在坐诊之余刻苦钻

研医术，并经常向各大医院的知名大夫请

教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方法，二人的医术

也越来越高，患者越来越多。有感于自己

从上学到创业一直是依靠社会的关爱走

到今天，窦小伟同李永和商量，他们也要

尽己所能回报社会。

2015年7月，窦小伟与李永和带着医

疗设备来到了湛河区环卫局，为常年经历

风吹日晒的环卫工人义诊。仅一个上午，

他们就诊断了70多名环卫工人，免费送

出膏药80余贴。从此以后，义诊活动一

直坚持举办，4年多来，窦小伟与李永和

走社区、下乡村、进深山，共计开展义诊活

动120余次，救助6000余名患者，免费送

出了价值5万余元的药品。

2016年5月，窦小伟与李永和到鲁

山县熊背乡义诊，看到一位左腿残疾的

中年人带着妻子一起来看病，后来才知

道他们一家四口人，丈夫小时候在山上

摔断了腿，妻子是聋哑人，大儿子智力

障碍，只有9岁的小儿子王小乐身体正

常，一家人主要靠政府的救助为生。窦

小伟与李永和当即决定以每年1000元

的标准救助王小乐，直到他大学毕业。

如今3年多时间过去了，王小乐已经上

初中了，看着王小乐健康成长，窦小伟

与李永和很是欣慰。

截至目前，窦小伟与李永和共救助了

4名贫困学生，仅此一项每年就支出4000

余元。

“每个人的成长路上都难免有这样那

样的困难，但有了爱心帮扶，再大的事也

能扛过去。”窦小伟说，“我俩一定会干好

事业，尽己所能奉献爱心，让爱永远传递

下去！”

“背上兄弟”的爱心传递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吴金金张旭长

本报讯（记者杨青）11月5日，记者

从省人才交流中心了解到，第二届中国·河
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北京专场将于

11月9日在北京大学邱德拔体育馆举办。

此次北京专场招聘在统筹考虑薪

酬、学历层次、产业发展等几个维度后，

从全省517家预报名单位中精挑细选出

131 家企事业单位进行现场招聘。这

131家单位包括河南省委党校、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各厅属单位等多家事业单

位和建业集团、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河南

省天伦投资控股集团等优质企业，也涵

盖了全省18个省辖市多家事业单位、知

名企业。

此次参会单位涉及教育、医疗、科研、

互联网、能源、石化等20多个行业，共提

供涉及工、理、农、医、法、哲等12个大类

41个小类专业的岗位需求1220个，需求

总人数14067人。其中博士5903人，占

比41.96%，硕士1744人，占比12.40%，

本科4877人，占比34.67%，高级专业技

术人才1543人，占比10.97%。各省辖市

综合展位将发布91家用人单位招聘信

息，提供2733个岗位。

本周六，我省131家单位组团赴京招贤

灵宝苹果
喜获丰收

11月4日，宁陵县程

楼乡胡庄村菊花产业基

地里，村民在采收菊花花

蕾。近年来，胡庄村引导

村民大力发展菊花种植，

目前已形成种植、加工、

销售一条龙产业，不少村

民靠种植菊花走上了脱

贫致富路。吕忠箱摄

宁陵 产业扶贫 花开正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