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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帆）

村内，宽敞明亮的民房错落有致，平坦的

道路连通各家各户；村外，流转2400亩土

地建设的农业观光项目和蔬菜园区项目，

每年为村民增收400多万元……近日，记

者走进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拦河刘村，在

冬季里也能感受到欣欣向荣的发展场景。

党建有力、产业兴旺、美丽和谐的拦

河刘村是郾城区“五星评定创建红旗村”

的一个缩影。2019年7月份以来，该区

以开展“五星评定创建红旗村（社区）、全

域提升创建示范镇（街道）”“双创建”为

抓手，围绕基层党建、产业发展（管理服

务）、美丽宜居、平安和谐、文明新风五个

方面工作对各镇（街道）申报的星级村

（社区）进行星级评定，激发基层治理的内

生动力。

围绕创建目标，该区统筹安排各村

（社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彰显“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一社区一特色”，推动

镇（街道）村（社区）抓点成线、连线成面、

连面成景，推动资源、资金、项目向村（社

区）集聚，推动干部、人才、力量向村（社

区）流动。

在此基础上，该区推动部门资源力量

下沉，进一步加大下派第一书记、驻村（社

区）工作队员力度，引导各村立足资源禀

赋、生态条件和产业基础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同时，围绕“双创建”大力发展乡

村旅游、民宿经济、网络电商等新业态或

配套产业，壮大农村创业队伍。

不仅如此，该区还把党建贯穿基层治

理工作全过程，加快形成多元主体参与，

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机制，

落实村（社区）重大事项“四议两公开”决

策程序，完善村（居）民自治章程，培育和

发展村（社区）各类基层社会组织，建立健

全村事智囊团、民事评判团、发展外援团、

社会服务团等群众性社会组织，开展更加

多样、有效的服务。

“我们计划用3年时间，使全区85%

以上的村（社区）被评定为三星级以上，其

中20%以上的村（社区）被评定为五星级；

50%以上的镇（街道）被评为‘示范镇（街

道）’，实现全区村（社区）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特色风貌充分彰显、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群众生活品质全面提升。”郾城区委书

记周新民掷地有声地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杨绪伟罗玉兰）山路弯弯，梯田

如画，1月3日，走进商城县长竹园乡马堰

村，原本冬闲时节的山村却是一片繁忙。

“俺做的手工挂面，城里人都赶着来

买，订单都排到20天以后了。”在马堰村

高冲组，60多岁的洪功学一边忙着将绕

条后的手工挂面上杆、拉长，一边告诉记

者，他家在制作手工挂面时会加上当地的

特产山茶油，不仅口感筋道，而且有特殊

的香味。

洪功学说，自己以前只做少量的手工

挂面，一年挣不了几个钱，后来在乡村干

部的支持下，不仅扩大了规模，扶贫干部

还帮联系销路，价格也“水涨船高”。

“我和老伴年龄大了，不能外出打工，

正好做挂面和照顾家两不误，别看现在一

年只做3个月挂面，收入有3万多元呢。”

洪功学很满足。

和洪功学家不同，楼房组高传明家不

时飘出阵阵酒香。“我家发展的是自酿米酒

产业。”正在蒸粮备用的高传明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工艺水平，自己还专程赴广州、贵

阳学习，目前已经开发出35度、42度、55

度三种规格的米酒，产品供不应求。

“我们村没有闲人，家家户户都有自

己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要忙。”马堰村马

岭组的张超告诉记者，“就拿我家来说吧，

每年油茶可以收入5万多元，茶叶收入近

7万元，再加上卖葛根粉和野生蜂蜜的3

万多元，一年收入15万元没问题。”

“随着脱贫攻坚深入推进，这几年大

伙儿算是真正动起来了。”马堰村党支部

书记余英明说，马堰村是个深山区贫困

村，经过县乡村扶贫“会诊”，最终开出了

立足村情、户情发展特色产业的“方子”，

各户宜种则种、宜养则养，政府部门提供

政策、资金、技术，激活了山村脱贫致富的

“一池春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
高长军）“过了五豆过腊八，置办年货收拾

家，磨面下锅写对联，邻里帮忙把猪杀。”

以往，腊八是山区农民筹备过年的开始，

如今，卢氏县官坡镇沙沟村却有了新景

象。

1月2日，农历腊八，早上7点多 ，天

刚亮，沙沟村“最美脱贫户”赵保正、夏春

玲夫妇已吃过早饭。当天赵保正要用机

械深耕烟田，妻子夏春玲则要到自家香菇

棚里采摘香菇。“2019年种了4亩烟，收

入2万多元，种了4000袋袋料香菇，两茬

卖了1.8万元，加上护林员公益性岗位报

酬和儿子在郑州的务工收入，净收入了6

万多元，全家3口人人均纯收入超过2万

元。”正在犁烟田的赵保正说，“秋冬犁耙

田，赛过春浇园，想着2020年种烟还能有

个好年景。”

两个多小时后，夏春玲已将采摘、分

级的8篓香菇装上摩托车。“这个冬天晴

天多，香菇质量好、价格高，得抓紧在午饭

前把鲜菇送到冷库卖个好价钱。”这两天，

赵保正家买了2车15.5吨木屑，再配上麸

皮等配料，2020年袋料香菇的生产规模

将翻一番。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以前过了腊

八就等着过年，现在都在一门心思脱贫致

富，冬闲变农忙，家家都大干。”该村党支

部书记马建设说。

不仅沙沟村如此，在整个卢氏县，田

野里、农户院中机器轰鸣的声音打破了冬

季山乡的寂静，一派热火朝天生产场面。

据统计，单是农业生产，该县已完成烟田

整地5万余亩，完成核桃、连翘修枝和放

盘等冬季管理60余万亩，香菇生产备料2

亿多袋，田野里排排果树生机盎然、菇棚

中袋袋香菇长势喜人、乡村道路上运输山

货的车辆川流不息，农民见面最多的话题

就是新一年的生产计划。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3日下午，

河南省政协秘书长王树山在省两会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将于1月8日在郑州

召开。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建议议程

是：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政协河南

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二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

关报告；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审议通过

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审议

通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提案委

员会关于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提案审查

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期间，省政协将分别安排“委

员通道”集中采访活动，邀请有关政协委

员接受媒体采访。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月3日下

午，在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

会上，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丁巍宣布，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三次会

议将于1月10日在郑州召开。

据悉，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建

议议程共8项：一是审议河南省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二是审查河南省2019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三是审查河南省2019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全省预算（草案）

的报告；四是审议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五是审议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是审议河南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七是决定河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人选；八是选举事项。

根据会议的预定任务，本次会议正

式会期5天。

本报讯（记者李政）1月5日，郑州

市园博园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我省

2020年“春满中原 老家河南”主题系列

活动在这里启动。

在园博园的活动现场，设有中原彩

车展示区、黄河文艺展演区、群众演艺

互动区、老家美食年货区、黄河民俗展

示区、文旅产品展销区六大展区，游客

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彩车、赏演出、观展

览，还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项目可以体

验。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宋丽萍介绍，从1月5日到2

月29日期间，全省将广泛开展“春满中

原”“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等

年味十足的春节文化活动及各类庙会、

灯会、广场舞会7.33万场以上。

据了解，2020年“春满中原 老家河

南”主题系列活动园博园主会场活动将

持续七天，活动期间门票全免。此外，开

封、鹤壁、三门峡、周口四个分会场以及

其他地市的系列活动也将陆续启动。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3日，省

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

2020年春运工作电视电话工作会，全面

部署我省2020年春运工作。

据悉，2020年春运全省道路、水路

总客运量预计1.01亿人次。其中，道路

客运量预计1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

137万人次。会议指出，各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要全面把握我省春运工作的

新形势和新特点，结合地方实际深入研

判2020年春运旅客出行和重点物资运

输需求，围绕运输组织调度、运输服务

质量、安全应急保障等重点内容，科学

制订工作方案，细化职责分工，做到责

任明确、任务清晰、措施可行。

同时，春运期间全省各级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机构、各运输企业

和厅联网运行监控中心要严格执行24

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畅通信

息联络渠道，及时进行信息报送。

本报讯（记者赵川）1月3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我省十大水利工程已开工七项，

其他3项也在加紧推进。

2018年12月12日，省委、省政府

召开实施“四水同治”加快推进新时代

河南水利现代化动员大会，决定启动实

施十项重大水利工程。

截至目前，十大水利工程中，引江

济淮（河南段）、小浪底北岸灌区、赵口引

黄灌区二期、小浪底南岸灌区、宿鸭湖水

库清淤扩容、卫河共产主义渠治理、大别

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等七项工程已

相继开工，共下达中央和省级投资17.21

亿元，2019年度累计完成投资37.75亿

元，是计划完成投资 27.48 亿元的

137.4%。目前，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

灌区工程、洪汝河治理工程正在加快推

进，计划今年3月开工建设；同时，省政府

将加大工作力度，加快黄河下游贯孟堤

扩建工程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

据介绍，十大水利工程总投资357

亿元。工程竣工后，可增加供水能力、

构建水网、修复生态、提高防洪减灾能

力，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

1月5日，正阳县皮店乡对“五美庭院示范户”进行表彰。该乡按照“整洁美、卫生美、绿化美、文明美、和谐美”的标准开展了文

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和五美庭院示范户评选活动，推动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摄

郾城区“双创建”激发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商城县马堰村里产业旺

脱贫有门路 户户有项目
卢氏县沙沟村里新景象

冬季闲不住 家家忙致富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1月10日开幕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1月8日开幕

今年春节期间
数万场文化活动陪您过年

今年春运大幕即将拉开

全省道路客运量预计1亿人次

积极实施“四水同治”

我省十大水利工程已开工七项

本报讯（记者田明）1月5日，记者从

省气象台获悉，在自然降水和人工增雨

（雪）作业的共同作用下，我省大部分地区

出现雨雪天气。省气象台预计，7日前我

省将持续大范围雨雪天气。此次雨雪天

气有利于冬小麦麦田增墒和空气质量改

善，需防范对农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从1月4日到5日，省内大部地区为

小到中雨，5日起沿黄以北及西部地区雨

转雨夹雪或中雪，局部大雪或暴雪。7日

前，我省将持续大范围雨雪天气，降水主

要集中时段在6日傍晚到7日，西部、北中

部有大到暴雪。

此次大范围雨雪天气过程持续时间

长、强度大，利于空气质量和土壤墒情改

善及冬小麦安全越冬，但雨雪及大风对交

通运行及设施农业等有不利影响。气象

部门建议，需防范大风降温及降雪天气对

设施农业、供暖等的不利影响，大棚及时

清除积雪。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聂建武)1月2日，新县体育馆广

场人头攒动，一场“第一书记卖年货”活动

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我家的牛全部是散养，肉质特别

好。”看着自己带来的1000多斤牛肉被抢

购一空，新县苏河镇庙墩村脱贫户杨传照

特别开心。

羊肉、黑猪肉、豆腐乳、将军菜、粉条、

天麻、花生油……来自17个乡镇的脱贫

户带着自家产的原生态年货，组团进城集

中销售。各个展台前，一位位特别的“售

货员”向来来往往的市民介绍着村里的土

特产，他们是新县派驻各村的199名第一

书记。尽管天气寒冷，他们的吆喝声却此

起彼伏，现场年味十足。“政府组织，第一

书记代言，产品让人放心，慢了就抢不到

啦！”一位顾客展示着刚买的土鸡和红薯

粉条说。

“活动让村民的收成变收入，更增强

了他们脱贫奔小康的信心。”箭厂河乡仁

畈村第一书记罗仕亮说。在他一旁的鲜

鱼摊位上，满满一车鲜鱼早已被抢购一

空，仍不断有市民前来询问第二天是否还

有货。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此次活动还充分

对接社会资源，通过与电商企业“联姻”，

实现线上线下同步销售。同时，河南中医

药大学等省、市定点帮扶单位也积极参

与，采购大量的农特产品，助力群众脱贫

增收。据介绍，此次活动将持续一周时

间。

新县199名第一书记进城卖年货
顾客：书记代言，产品放心

据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5日说，从2019

年年度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开始，我国将正式实施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

全国统计工作会议5日在北京举行。宁吉喆

在会上介绍，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是统计改革

的突破口和标志性成果。各地区、各单位要健全

工作机制，完善核算方法，夯实基础数据，推动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衔

接。

自1985年我国建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以

来，一直采取分级核算制度，即国家统计局核算

国内生产总值，各省区市统计局核算本地区生产

总值。但在实施过程中，分级核算制度的弊端逐

渐暴露，突出表现在地区与全国数据不衔接，地

区生产总值汇总数长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

据了解，改革后，地区生产总值将由各省区

市统计局负责核算改革为国家统计局统一组

织、领导和实施，各省区市统计局共同参与核

算。改革后，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将由国家统

计局统一部署公布或授权各地区统计局公布本

地区数据。

我国将全面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我省大部迎雨雪
设施大棚积雪要及时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