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封德夏
婉焱）11月28日，绿色中国行走进衢州柯

城暨“创建国家森林乡村”颁奖典礼在浙

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举行，由全国31个省

区市选出的31个创建工作先进县和31

个创建森林乡村应邀参加，我省西峡县和

该县五里桥镇前营村作为河南省唯一特

邀县和特邀村出席。前营村被绿色中国

行活动组织委员会授予“国家森林乡村建

设工作示范样板村”荣誉称号，这也是我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村庄。

绿色中国行是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关注

森林活动执行委员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共

同主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中心、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绿色

中国杂志社联合承办的大型系列主题公

益活动。活动以“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绿

色理念，建设美丽中国”为宗旨，全面展示

党的十九大以来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取得

的显著成效，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乡村绿

化美化的良好氛围，组织动员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乡村绿化美化，协力推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地处豫鄂陕接合部、秦岭八百里伏牛

山腹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

区的西峡县，是一个“八山一水一分田”的

山区县。近年来，该县把国土绿化作为保

源头水质、保民生幸福的重要政治担当来

抓，实现了山川增绿、林业增效、群众增收

的“多赢”目标。

以“六化”为统领，加快营造林建设步

伐。把山区森林化、城市园林化、廊道林

荫化、平原林网化、乡村林果化、庭院花园

化，作为创建森林城市的着眼点，以储备

林建设、水源涵养林、长防林、退耕还林等

项目为抓手，采取植绿护绿、见缝插绿等

多种途径，累计完成造林25万亩、森林抚

育79万亩，林木年生长量增幅16万平方

米，森林覆盖率高达76.8%。

立足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该县突出发展“菌、果、药”三大特色产业，

全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13.5万亩，基地规

模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二；山茱萸面积达

22万亩，以仲景宛西制药为龙头的中药

材产值约10亿元，六味地黄丸等一批中

药材产品叫响全国市场；稳定发展袋料香

菇8000余万袋，搭乘电商快车，出口遍及

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4年蝉联全国

香菇单品出口基地第一大县、全省农产

品出口第一大县。该县农民收入的60%

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三大产业，先后荣

获“山茱萸之乡”“猕猴桃之乡”“西峡香

菇甲天下”等荣誉称号。同时，该县融合

推进森林旅游、林下经济等产业发展，全

县已建成生态旅游景区17家，其中5A

级2家；农家宾馆、田园旅游综合体800

多家，年综合效益40多亿元。

“我们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

践行‘两山论’，推进西峡国土绿化和林业

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惠民和

生态功能区建设，为中原出彩增添新的绿

色力量!”作为此次活动主办方的特邀代

表，西峡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马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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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森林乡村建设看前营
西峡县前营村荣膺“国家森林乡村建设工作示范样板村”

今人归兮思鸣皋 花叶有情引鹤来
——伊川县鸣皋镇在奋进中砥砺前行

邓州市

“四个持续”抓党建促脱贫

“李困难”脱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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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整洁的村中街道干净整洁的村中街道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一场硬仗。鸣皋镇坚持党建

引领，创新五级管理体系，党员干部示范

带头，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厕所革命”、

垃圾清零、违建拆除、小广告治理、空院

整治、五美庭院创建等一系列工作卓有

成效。

在鸣皋镇万沟村，记者看到，一排

排民居错落有致，一条条道路干净整洁，

房前屋后花木葱茏，生机盎然，映入眼帘

的点点滴滴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美

丽画卷。男女老少走村串户，脸上洋溢

着欢乐祥和的幸福感，整个村庄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

群众是美丽乡村的受益者、更是参

与者。鸣皋镇各行政村不断发挥群众

主体作用，积极引导群众参与，从根本上

解决了村庄环境“脏乱差”问题。今年以

来，鸣皋镇累计投入资金380余万元，实

现全域陈年垃圾清零，保洁机制进一步

完善；拆除各类违章建筑2400余处，改

建无害化厕所1590个，建设镇级苗圃2

个、村级苗圃22个，硬化村内道路330

公里，修建村内污水管网11200米，农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鸣皋镇党委书记申俊涛说：“今日

的鸣皋镇，各业兴旺，群众幸福，令人赞

叹，让人振奋！展望未来，面对新形势、

新挑战、新机遇，鸣皋镇党委、镇政府将

携手四方精英，团结带领干部群众，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奋力拼搏。”

“未来三年，鸣皋镇将坚持党建引领、

生态优先，按照‘农业立镇、工业强镇、商

贸兴镇’的发展思路，努力打造伊南中心

镇、商贸物流港，建设名副其实的全国重

点镇、省级示范镇、洛南地区具有一定辐

射带动作用和重要影响力的中心镇，全

力打造乡村振兴伊川新样板！”鸣皋镇党

委副书记、镇长李武欣满怀信心地说。

白鹤正归来，鸣皋更美好！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杨亮辉文/图

这是一方历史悠久的土地。史载：伊
川县西南有山名九皋山。曾有白鹤鸣其
上，故名。诗人李白《鸣皋歌送岑徵君》写
道：若有人思鸣皋，阻积雪兮心烦劳。历
史的记录和诗人的慨叹令鸣皋这个名字
一次次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它又一
次以不凡的传奇和创造带给人们新的惊
喜，新的印记。

这是一块充满勃勃生机的土地，这
是一座迸发激情与活力的古镇，这里的
每一寸土地无处不让你感受到强劲的律
动——这就是在奋进中砥砺前行的伊川
县鸣皋镇。

鸣皋镇位于洛阳市伊川县，总面积
78.9平方公里，辖39个行政村，8万余
人，是全国重点镇、河南省首批重点示范
镇、河南省绿化模范乡镇、伊川县文明乡
镇。近年来，鸣皋镇党委、镇政府带领广
大干群创新思路，真抓实干，集思广益，因
势利导，从党建、产业、脱贫、生态建设等
领域精准发力，各项工作全面推进，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迅疾，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镇区面貌日新月异，
宜业宜居的小城镇形象初步显现。

鸣皋，正在“蝶变”，鸣皋，正引鹤来！

乡村振兴，离不开组织振兴。基层

党组织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心

骨”。近年来，按照伊川县委、县政府总

体部署，鸣皋镇各行政村以“五星支部”

创建为契机，以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为目

标，全面强化基层党组织工作，三年来，

全镇新建大桑坡村、贾村等7个党群服务

中心，改造提升20余个行政村党群服务

中心，先后对13个软弱涣散行政村进行

整顿，累计创建五星支部村16个，评选表

彰好媳妇、好公婆、好党员等各类道德模

范 1100余人次，2人入选“最美伊川人”，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干部带领群众干

事创业的积极性明显高涨，家庭和睦，邻

里融洽，乡风文明。同时，全镇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让党员干部受教育，人

民群众得实惠，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决

了一大批民生问题，更加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初冬时节，伴着和煦的冬日暖阳，

记者走进鸣皋镇旧寨村，仿佛走进了

县城中。这里街道干净整洁，群众的

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原来，这里之

所以“旧貌换新颜”，是因为有了一个

得力的党支部书记王贵红。王贵红担

任村委主任、村党支部书记 10 余年

来，带领村“两委”班子脚踏实地为群

众办好事、办实事，新建了党群服务中

心、古门楼、文化大院，硬化了 5条生

产路，安装了路灯，引进发展了 30 多

个蔬菜大棚，带动40余名妇女家门口

就业，他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兴村实

干带头人”。

产业是就业之基，增收之本。鸣皋

镇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发展思

路，立足本地实际，深入研判产业动向，

坚持招大引强，突出龙头带动，先后引进

洛阳辰涛牧业有限公司肉牛养殖项目，

建成了投资1.8亿元，占地35000平方米

的国内单体最大圆形牛舍；投资6000万

元的伊川正千农牧生猪养殖项目、投资

9560万元的油用牡丹种植等项目相继落

户；5000亩粮改饲项目、投资3亿元的荷

塘月色田园综合体等项目扎实推进；建

成马良寨、大桑坡、中章屯、东寨4个村级

光伏电站；成立2个能繁母牛新型养殖带

贫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马良寨、杨圪垱

2个新大牧业家庭农场；建成制衣、鞋业

加工等一批扶贫车间，带动了一大批贫

困群众增收脱贫。此外，鸣皋镇还累计

流转土地2万余亩，积极发展牡丹、樱桃、

苗圃、红薯、西瓜等特色种植。这些项目

使全镇的农业结构更加优化，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科学指导下，鸣皋

镇坚持“规划先行”理念，认真学习借鉴外

地先进经验，突破思维定式，坚持高起点、

宽视野，科学制定了《鸣皋镇总体规划

2013—2030年》、镇区规划等，按照“一村

一品”的原则，精心编制了各行政村村级

发展规划。科学的规划和设计为鸣皋镇

建设明确了思路、指明了方向。随着各类

规划的编制完成，镇区建设持续加快，镇

区面积不断扩大，四好公路、美丽乡村展

现在群众面前。

1

核心提示

2 加强党的建设夯实基层组织

3 注重产业融合助推乡村振兴

立足科学谋划
明确发展目标

4 改善人居环境打造宜居乡村

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配套设施完善的新型农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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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

讯员盛志国李永先）11月

28日，星期四，邓州市委宣

传部一行十余人，再次来到

对口帮扶的十林镇大东村，

听取村里党员对贫困户帮

扶对象的问题反馈。每周

四作为“扶贫日”，帮扶单

位、帮扶责任人必须与被帮

扶人见面，这是该市抓好党

建引领，以“四个持续”推动

脱贫攻坚“决战四季度”工

作取得的实效。

持续建强村级班子。该

市实施村级班子“动态管理、

缺职必补、末位淘汰”办法，

缺村党支部书记的3天内书

面报告，15天内配备到位，

缺其他村干部的5天内书面

报告，30天内配备到位。

持续强化督导检查。

11月份以来，邓州市成立26

个专项督查组，通过“听、查、

看、访、谈”等形式，深入全市

626个村（社区），对村级班

子配备、“五支队伍”工作情

况、“三会一课”制度落实、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运用等

进行全方位、不间断督查。

持续提升工作实效。

该市结合当前“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利用

“扶贫日”，组织机关单位党

员干部下村，与农村党支部

结对开展“手拉手”活动，解

决问题358件，办实事好事

246件。

持续激发发展活力。

该市对被评为市级三、四、

五星级的村，村干部每月报

酬分别增加 20%、30%、

50%，星级村分别可享受专

项发展资金10万元、15万

元、20万元。

11月30日，通许县孙营乡南李佐村村民正清洗胡萝卜。今年，南李佐村种植胡萝卜1500亩，目前已进入销售时

期。该村驻村“第一书记”安显伟借助网络平台，与广州立新菜业有限公司积极对接，签订收购协议，以每斤高出市场价

2~5分的价格优先收购村民种植的胡萝卜。仅11月28日、29日两天时间就卖掉胡萝卜12万公斤。王国鹏摄

近日，记者在信阳市平桥区邢集镇

高庙山村小黄庄村民组见到了李克

胜。年逾七十的李克胜和妻子张娜倮

一起生活。张娜倮是云南人，腿脚不

便，只能做些轻便的农活。老两口育有

一女又远嫁外地。以前，李克胜除了埋

头种地，没有其他致富的门路，日子紧

紧巴巴没有盼头，他打趣着给自己起了

个绰号叫“李困难”，并用粉笔在自己家

大门上写了下来。

几年前，初次面对扶贫工作队员的

时候，李克胜夫妇都报以冷淡甚至不

信任的态度，觉得所谓的帮扶工作就

是“一阵风”，走走过场搞一下形式就

结束了。面对其一家的不解与质疑，

高庙山村扶贫责任组和帮扶责任人拿

出了“干货”：安全饮用水免费安装入

户，解决了以往吃水难题；住房外墙立

面粉刷、房顶加盖彩钢瓦、更换门窗，

保障了住房安全问题；配套了桌椅、衣

柜、橱柜，改善了生活环境；为张娜倮

办理低保、残疾证、慢性病卡，减轻了

就医负担。

同时，李克胜还享受到信育园企业

带贫产业分红、2+N产业分红、自主发

展产业奖补等政策。帮扶单位还帮助

李克胜介绍了矿山看场、企业零工等工

作，让他在农闲时也能增加点收入。除

物质上的帮助，大家也从精神上给予他

开导和鼓励，和他谈心，给他讲身边的

致富典型的故事。

在大家的鼓励和帮助下，李克胜慢

慢转变了观念，他说：“我觉得现在致富

有些信心了，我要加油干！”

一次入户走访，正赶上李克胜夫妇

推着满满一架子车粮食要去镇上卖。

雨后初晴，慢上坡加上道路泥泞，车子

侧翻在出门不远的路边。帮扶责任人、

平桥区应急管理局郑锋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回到单位，他向领导汇报了这一

情况。随后，该局党组和驻村工作队研

究后决定，多方募集资金为李克胜修一

条“生产路”。2019年10月4日是道路

完工的日子，李克胜用一根树枝将这个

难忘的日子写在了路边。一串清晰的数

字随着水泥的凝固，也深深地烙在了李

克胜的心里。李克胜激动地说：“路修好

了，我心满意足了。以后干活拉粮都不

愁了。明年，我还要多种点地，多卖点

钱。”

高庙山村11月份人居环境评比活

动开始了，镇村干部一行再次来到李克

胜家“检查卫生”。大家惊喜地发现，大

门上的“李困难”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工工整整的“李脱贫”。看见有人来，正

在清扫院子的李克胜放下扫帚迎了出

来，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政策

好，我的生活也变好了。我年纪大了，

又没有技术，‘三保障’把啥都解决了，

我不困难了。2018年底我也脱贫了，我

现在心满意足了！”

□本报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
通讯员米洁马晓宇

近日，孟州公
安交警大队开展了
冬季交通安全教育
培训。他们结合当
前道路交通严峻形
势，让有经验的驾
驶员现身说法，以
提高重点车辆驾
驶人员交通法制
观念和安全意识。
马琳娜崔胜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