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1日，沁阳市崇义镇宽平村农民李继伟、王玲夫妇在采摘非洲菊。今年3月，小两口流转土地20余亩建起了10座花卉大棚，

全部种了非洲菊。目前，这些非洲菊鲜切花已经陆续上市销售。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杨帆 摄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闫鹏亮
王自力）初冬时节，民权县花园乡境内的

各种花草树木在初冬的寒风中五彩斑

斓，构成了一幅风景优美的画卷。

近年来，花园乡以创建省级绿化模

范乡镇为契机，重点搞好城镇绿化、村

庄绿化、通道绿化，不断完善农田林网

建设，形成了以国道、省道、乡（镇、街道

办事处）、村庄绿化美化和农田林网为

主体的点、片、网、带相结合的绿化生态

系统。该乡经过持续不断的造林“铺

绿”，实现了“城乡园林化、村庄森林化、

道路林荫化、农村庭院花园化”的绿化

目标。

“绿化造林，并非只是简单地把树

木栽到乡村里，更重要的是让乡村生态

更和谐、功能更完善。”花园乡党委书记

张玉栋说。

据花园乡乡长杨德志介绍，该乡的

花卉、苗木、特色经济林和森林旅游等产

业发展提速，乡村林业经济体系不断完

善。目前全乡已形成以花南、吴老家村

为主的花卉苗木专业村3个，以赵洪坡、

吴老家、黄庄、牛刘村为主的林果专业村

4个，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村发展林业生

产，目前全乡以冬枣、桃子、葡萄为主的

经济林面积达1.2万亩。通过发展林业

生产，农民收入大幅提高，实现了经济特

色、人居环境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协调

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周末休闲哪

里去，‘四好公路’欢迎您。”11月14日，在

刚刚被评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的

孟州市，该市赵和镇西水运村村民刘知亮

向记者热情地介绍道。

刘知亮是“四好公路”游的爱好者，今

年69岁，在天气晴好的时候，总爱和老伴

一起到 5公里外的初心驿站转转。自

2018年驿站建成以来，休闲餐吧、充电

桩、共享单车不断完善，驿站早已成为周

围村民赏花、游玩的“打卡圣地”。

近年来，孟州市突出“建管养运”，创

建“四好农村路”400余公里，还探索实施

“四好农村路+”，将“四好农村路”创建与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旅游、人居环境、廊

道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扩大创建成

果。尤其在“四好农村路+旅游”方面，打

造了岭区“田园果岭路”、滩区“黄河风光

路”、平原“现代农业路”三条旅游环线，进

一步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在孟州市会昌街道办事处的返乡创

业基地里，种植户刘关来的百亩冰菊正在

进行第三轮收割。从2017年的20亩试

验田到如今的百亩大棚，刘关来的大棚里

也从单一种植冰菊，发展到种植韭菜和蘑

菇，年收入翻了一番。

这一切，都得益于农村公路基础设施

的提升完善。目前，孟州全市公路总里程

达1012.3公里，其中农村公路933公里，

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187.1公里，形

成了以干线公路为骨架、以农村公路为脉

络，干支相连、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

“通过‘四好农村路’创建，公交车开

到了村庄里，公园修到了农民家门口，人

气带到了岭区内，实惠送给了老百姓。”孟

州市委书记卢和平介绍，孟州市将加快形

成“畅、安、舒、美”的出行环境，全力打造

高质量“产业致富路”“美丽乡村路”“平安

幸福路”，用交通促进脱贫攻坚、支撑乡村

振兴。

11月19日早晨6时许，寒风刺骨，

郏县李口镇周庄村街道上，王春红正在

一丝不苟地清扫着一地落叶，这是她一

天生活的开始。

15年前，王春红一家4口人搬进了

位于周庄村南大街的新房里。为了让新

家整洁干净，王春红不但对房前屋后进

行清扫，还对门前由东到西千米长的道

路进行清扫，一扫就扫了15年，从未间

断过。

周庄村有南北两条主街，南大街由

东到西大约3公里，王春红一个人就免

费“承包”了三分之一。为此，村里人戏

称王春红是个“大闲人”。王春红真的

闲吗？实际上，她长年在家务农，种了6

亩地，农闲时还在街里的小餐馆打零

工，一点儿也不闲。

“最开始就想着把新家收拾得整洁

干净点，可是，只打扫自家房前屋后，

整体看起来还是不好看，就顺手把大

街都打扫了，反正也费不了多大工

夫。”王春红说，“我不干，你不干，大家

都不干，街道就脏了，大家生活环境就

差了。这条街扫了15年，都扫出来感

情了。”

今年以来，李口镇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周庄村“两委”打造游园、广场

等休闲设施，号召群众参与到家乡建设

中来。王春红积极参与，还协助政府做

群众思想工作。在她的示范带动下，村

里群众纷纷参加义务劳动，村子美观整

洁起来。

“扫地虽是一件小事，但是十几年

如一日坚持做，就不是一件小事了。农

村的人居环境改善工作，需要每个人这

样坚持和参与。”该镇党委书记张建政

说。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经过前期调

试，11月21日，平顶山市智慧文旅暨“掌

上乐享平顶山”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

据介绍，“掌上乐享平顶山”微信公

众号是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开

发建设的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旨在将全

市文化和旅游事业资源、活动等相关数

据进行信息化整合，在数据大屏和办

公、移动设备上进行可视化展示，实现

管理和信息服务智能化。用户只需关

注“掌上乐享平顶山”，就可根据自身需

要选择相应的服务项目，还可以随时随

地掌握平顶山市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

信息。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博）

11月18日，河南科技大学科研能力提升

班开班仪式在嵩县人民医院举行。根据

培训计划，河南科技大学将选派教授到

嵩县人民医院现场授课，学员足不出县

就能在科研能力提升班深造，在3年~5

年内完成研究生英语统考、专业综合考

试和论文并通过答辩，就能获得硕士研

究生学位。

“以前医院骨干医生培训都是脱产到

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这下好了，方便多

了。”嵩县人民医院医务科崔瑞统说。

嵩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润泳说：“河

南科技大学到嵩县人民医院办学，为嵩县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送来了‘及时雨’，有助

于提高全县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医院

综合管理水平，为今年全县实现脱贫摘帽

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 （记者李躬亿）11 月 21 日

上午，由交通运输部、河南省人民政

府、武警某部联合主办的 2019年度全

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应急演练在巩义

市举行。

本次演练以“公路交通综合应急能

力比武”为主题，首次采用比武竞技和实

战演练的形式，河北、安徽、河南、湖北、

陕西等省的公路交通部门和武警某部交

通二支队共6支队伍联合参演。

据介绍，本次演练在形式、内容、技

术应用上作了有益探索，圆满达到了

“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交流

技术、提升能力”的预定目标，充分展

示了公路交通部门和武警部队公路应

急抢险救援能力，对进一步提升我国公

路交通综合应急处置水平具有重要作

用。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21日，记者

从省招办获悉，我省2020年普通高等学

校体育专业招生工作启动，报考体育类专

业的考生须参加河南省2020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考试统一报名。

据了解，报考体育教育、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理、休闲体育等使用我省体育

专业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的相关专

业的考生，须参加省招办统一组织的体

育专业考试。未参加“体育专业考试”

或考试成绩达不到合格分数线的考生，

不得填报体育专业。今年我省“体育专

业考试”仍实行考生网上约考的模式。

太康县高贤乡高东村村民侯大命

15岁辍学，跟着父母学做生意，17岁那

年，他独自到郑州闯世界。30岁时，他

干出了名堂，坐拥千万资产回到村里，

给乡亲们办了一系列实事。

帮村里修路

在高东村，一块红色“侯大命路”的

牌子十分醒目。“这条水泥路，是10年

前侯大命修的。”村民侯彦领说。

那年夏天的一天，事业有成的侯大

命回到高东村，正赶上天下大雨，轿车

抛锚在村内道路上，在村民的帮助下，

轿车才得以从泥泞中出来。侯大命就

产生了为村里修路的念头。他请来施

工队，投资11万元，将村内泥土路修成

了水泥路。竣工那天，村民们放鞭炮、

跳秧歌，整个村子像过年一样热闹。

路修好后，侯大命又安装了路灯，

并每年垫付照明费2500元。2018年，

他再次投资2万多元，对全村路灯进行

了更换。“以前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黑乎

乎的，自从有了路灯，村子和城里大街

一样亮堂。”82岁的村民李继莲说。

给村民发福利

高东村路口有一个小卖部，村民拿

着户口本就能从小卖部领取牙刷、牙

膏、香皂等物品。“这些物品，我们不用

掏一分钱，都是侯大命免费发放的。”70

多岁的五保户李学成说。

今年5月，侯大命为村民购买了3

万多元的香皂、牙刷、毛巾、蚊香等过夏

物资。为让全村600多户村民过上一

个祥和、快乐的中秋节，侯大命又从郑

州送回来数万元的桶装食用油。

多年来，侯大命还供养着村里几位

特困老人。“也不知道我哪辈子积的福，

老了老了，又捡了个孝敬‘儿子’。”李学

成逢人就夸侯大命。

建养羊场30%利润给村民

焊钢管、平土地、垒羊圈……在高东

村东北角，一处占地20余亩的养殖场正

在建设，这是侯大命投资200万元的养

羊场。

要致富，产业是出路。侯大命深

知，要做好高东村的脱贫工作，让村民

发展产业是根本。经过考察，侯大命觉

得养羊是一个风险小、收益快的致富门

路。今年9月，侯大命决定在村里建养

羊场，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我准备建50

个养殖大棚，让村民过来管理，我负责

提供技术和饲料等，风险我担，村民只

负责喂养看管，30%利润分给村民。”侯

大命说，养羊场建成后，预计可带动高

东村50多户村民致富，每户村民每年

可收入6万~9万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这种草莓的味道好香啊！”11月

16日，记者走进沈丘县付井镇王营村

的裕禾草莓采摘园，只见一排排整齐

的塑料大棚内，草莓的清香扑面而来，

翠绿的植株上，鲜红欲滴的草莓点缀

其间，十分惹人喜爱。兴高采烈的游

客们，一边品尝一边采摘，一派春意盎

然的景象。

“我家种有`红颜’等10多个不同口

味的优质草莓品种。”采摘园负责人李

子海告诉记者，他家种了20多亩大棚草

莓，除了给草莓商贩供应一些外，大部

分都卖给了前来采摘的游客。眼下草

莓每公斤售价40元，收入可观。

近年来，该镇积极引导广大农户优

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生态葡萄、食用

菌、大 棚 瓜 果 蔬 菜 等 特 色 种 植 产

业。“我们把采摘游与镇域现代农业资

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力地拉动了乡

村特色旅游业的发展，又提高了农民的收

入。”该镇党委书记王志明说。

太康县侯大命

养羊场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30%%%%%%%%%%%%%%%%%%%%%%%%%%%%%%%利润送乡亲

综合新闻 2 2019年11月22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成睿智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魏静敏 校对∶王仰瑞

孟州市 公路村村通 乡村百业兴 民权县花园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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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王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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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乐享平顶山”
微信公众号上线

全国公路交通军地联合
应急演练在巩义举行

普通高校体育类专业
考试启动

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多

措并举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向纵深发

展，有效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今

年，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扶贫

办联合命名了三批省级“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31个，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

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涌现了焦

作、洛阳、濮阳、南阳等全域创建的典型，

有力带动了全省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全

面协调发展。

目前，“百县通村入组”工程、“万村通

客车提质”工程、“路长制美丽农村路”示

范和农村物流服务品牌创建正在全省范

围内有条不紊地推进。

□本报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青俊

河南科技大学
到嵩县人民医院办学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自行王超飞

沈丘县付井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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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王全禄的另一个家，不管

多忙，他每周都要来这里住上一两天，

开展“尊老爱幼·农商有情”关爱走访活

动。针对留守老人儿童、贫困户等群

体，通过走访陪伴、爱心捐助等方式，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11月 6日，走在梨园西村的村道

上，村民们不时和王全禄打招呼。村民

王改庄说：“俺村群众没有不认识王书

记的。”

兰考农商银行把“爱心大篷车”开

到了农民家门口，60岁以上老人、获得

荣誉称号的家庭以及五保户、孤寡、残

疾等特殊群体，都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的

方式免费领取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农商银行请戏班来村里唱戏，举

办千人饺子宴，还送来了米、面、油，我

们老人家心里热乎乎的。”68岁老人薛

金亮说。

兰考农商银行坚持亲民服务与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持之以

恒做好“了解社情民意、传播金融知识、

办好惠民实事”等工作。他们邀请专家

将农技知识送到农民身边；他们为群众

文化生活提供赞助；他们积极开展爱心

助学活动，为乡村振兴培育希望。

“不仅给存贷款用户提供服务，也

要给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提供服务。

不仅要让网点延伸至‘最后一公里’，还

要打通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100米，让

贷款像存款一样方便，让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王全禄说。

服务乡村振兴，破解农民贷款难、

慢、贵问题，全省各家农商行、农信社可

谓“服务到家”。

“我行创新开发的‘嵩约e贷’网贷

系统，使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实现贷款申

请、审批、发放等全流程自动化办贷。”

11月 8日，在登封市中岳办北高庄村

“金燕驿站”里，驻村客户经理张鹏在电

子屏前为村民介绍业务。

这家普惠金融服务站在提供金融

服务的基础上，融入了廉政、电商、敬

老、物流等功能，放置了血压计、体重

计、体温计、各类棋牌等免费供村民使

用，已然成为附近群众的生活服务中

心。

张晨光说，把服务搬到农民家门

口，就是为了充分挖掘普惠金融服务站

服务“三农”的优势和作用，将普惠金融

服务站打造成集党群服务、政务服务、

金融服务和生活服务于一体的乡村振

兴服务中心。

省农信联社就是这样通过“细节布

局”来疏通乡村振兴的“金融血脉”。放

眼全省，农信社系统实施差异化资源

配置，打造“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

的网点布局体系；依托普惠金融建设

工程，借助科技支撑，设立金融服务超

市，开通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设立助

农取款服务点等，延伸金融服务，实现

农村金融设备全覆盖，让普惠金融惠

及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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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为

助力中原更加出彩再立新功

“为了追求新生活，垌头村民爱唱

歌。党和国家恩情深哪，歌声飞出心

窝窝。唱出精神有干劲，唱出团结构

谐和……”

——听，“会唱歌的村庄”垌头村又

开始唱歌了。

“垌头村民个个都是唱歌能手，几

乎人人会唱100多首歌，已有百余人登

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舞台。”董军政说。

9月 23日，在登封农商银行支持

下，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万人大合唱在

垌头村激情上演，来自社会各界的近万

名群众与垌头村民一起载歌载舞，嘹亮

的歌声在希望的田野上久久回荡。

活动现场，张晨光为垌头村颁发了

“信用村”牌匾，董军政和张晨光的手紧

紧握在一起。

“党建联盟＋普惠金融”让这个村

富起来、靓起来、火起来，歌声越唱越响

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美景，正在垌

头村民手中绘制。

董军政有个梦想，发展文化产业，

编排沉浸式实景体验剧《再现朝阳沟》，

天天在垌头村上演，以此带动乡村旅

游。

张晨光也在持续努力，通过加强党

建引领、创新普惠产品，提升服务质量，

让农民的小康之路越走越宽广。

“垌头村民干劲十足，进一步激发

了我们干事创业的激情，农商银行将奋

力扛起助力乡村振兴主力军的大旗，以

实际行动为‘三农’服务。”张晨光说。

董军政和张晨光，他们两个像亲密

无间的战友，携手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还将并肩打好乡村振兴这场“持久

战”。

从党建引领到金融引擎，从党员先

锋贷到整村授信，从“手拉手”帮扶到

“心贴心”服务，省农信联社探索出了一

个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截至10月末，全省农信社各项存

款余额达1.45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

9354亿元，存、贷款市场份额分别占全

省金融机构的21%和17%，涉农、小微

企业贷款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40%左右，是我省唯一一家

资产、负债、存款规模均超万亿元的金

融机构。各类扶贫贷款历年累放

599.82亿元，余额243.56亿元，累计帮

扶贫困人口270.95万人次。

新使命，新担当，新作为。省农信

联社党委书记王勇说，农信社将立足实

际、发挥优势，看齐标杆、对标先进，全

面发力、重点突破，坚持不懈抓好党的

建设，坚持不懈深化体制改革，坚持不

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金融支

农“主力军”作用，为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再立新功。

乡村振兴 农信担当

沁阳市李继伟王玲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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