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7日，正阳县第一高级中学三年级学生刘一婷乘坐学校安排的爱心接送车返校

上课。为确保高三学生返校安全，正阳县各高中实行学生错时返校，并组织教师志愿者

自备车辆，接送家庭困难学生。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汪武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杨凯
张艺伟）4月1日，记者在许昌市建安区

河街乡柿张村产业扶贫基地看到，一袋

袋发酵好的香菇菌棒整齐码放在一起，

20多名村民正在把一袋袋菌棒的外膜

剥掉，还有几位村民把剥去外膜的菌棒

运到大棚内，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在

另外几座大棚里，一垄垄甜瓜、西瓜苗长

势喜人。

柿张村扶贫产业基地实行“务工积

分”管理，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在基

地务工，每周务工不少于2次，每次务工

不少于3个小时，每月发放600元以上

工资，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可以由

他们的亲属替工。“每月600元，一年下

来就是 7200 元，比原来的年底分红

2000元多了不少！”贫困户李国全告诉

记者。

柿张村党支部书记张卫东告诉记

者，今年，柿张村种了2棚夏香菇、13棚

甜瓜和西瓜。眼前的这些菌棒是前两天

运来的夏香菇菌棒，得赶紧入棚。他们

实行贫困群众务工积分管理，务工有收

入，积分还可以在超市兑换生活用品，解

决了部分群众疫情影响不能外出务工问

题，也调动了贫困群众务工的积极性。

“按照建安区一研一编一兜工作要求，俺

村有劳动力的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务工

就业。”张卫东说。

柿张村产业扶贫基地的15座大棚

是2017年9月建成的，种植平菇、香菇、

蔬菜等。这几年，张卫东多次带领村“两

委”干部到漯河市舞阳县、南阳市西峡县

考察学习，又经过不断摸索和技术创新，

掌握了夏香菇种植技术要领，突破了种

植短板，他还探索平菇制棒和增产技术，

每棚节约成本6000多元、出菇5万斤，

实现了产量、效益翻倍。他采用轮茬种

植，在种植过平菇的大棚种植芹菜等，提

高了大棚效益，平均每棚纯收益2万元。

“去年，俺村以香菇种植为主，种植

了8棚香菇。今年，受疫情影响，俺村打

算以种植蔬菜瓜果为主，收获了10棚芹

菜和蒜苗后，就赶紧种了2棚夏香菇和13

棚甜瓜、西瓜。”张卫东告诉记者，香菇耐

储存，配套建设的冷库和烘干房减少市场

价格波动影响。甜瓜品种是绿宝，皮薄瓜

甜产量高，亩产8000斤左右。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
周登奎）“今年以来，伊川县按照‘一轴两

带一廊一园百庄’生态布局，以‘七绿’工

程为重点，在洛栾高速伊川段沿线两侧，

投资3500余万元，栽植白皮松、黄山栾、

侧柏、卫矛、国槐等苗木23万余株，收到

了高速公路在绿色中蜿蜒、车辆在绿海中

穿梭的绿化效果。”4月8日，伊川县林业

局局长周会政对记者说。

近年来，伊川县把国土绿化作为践行

“两山理论”的有力抓手，与生态文明建

设、人居环境改善、助力脱贫攻坚结合起

来，突出国土绿化生态、景观、经济、民生

四大效益，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以“小资金”撬动“大资本”推进国土绿化，

为打造森林伊川夯实生态基础。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全力推进廊道绿

化。伊川县财政投资7020.8万元用于廊

道绿化建设，对二广、少洛、洛栾、西南环

城高速、焦枝铁路、八官线等主要廊道全

线加植大叶女贞、蜀桧、雪松、白皮松、栾

树、金叶复叶槭、连翘等苗木，大力提升廊

道绿化彩化花化档次。

在国土绿化中，伊川县通过招商引

资，打造高档苗木基地、林果基地和田园

综合体。通过财政资金撬动，已经吸引社

会资本4.93亿元参与国土绿化，工程全部

完工。另外，伊川县将吸引社会资本40

余亿元。如招引洛阳锦梧苗木种植有限

公司计划投资8亿元建设紫荆山苗木基

地，已投入1.5亿元；河南建业集团计划投

资10亿元建设江左镇建业绿色基地，已

投入8000万元；洛阳平泉朝游文化公司

计划投资14.9亿元建设平泉谷田园综合

体，已投入1.2亿元。

发展经济林、花卉苗木，壮大集体经

济。新发展林业育苗合作社25个，采取

龙头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户模式，发展

花椒、西梅、红不软桃、猕猴桃、大樱桃等

经济林和花卉苗木，每个合作社注入50

万元集体经济引导金，发展苗木200亩，

村里组织贫困户参与育苗、造林施工，带

动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多方筹措资金，实施村庄绿化。聘请

相关专家，对2020年规划实施的66个村

庄绿化，逐村科学规划，计划利用3年时间

对全县359个行政村全面进行绿化提升；

村庄绿化实行政府+集体+群众造林模式，

政府以奖代补给予一部分，村集体出资一

部分，党员干部、全体村民参与栽植、管护

等劳务，通过扶贫送绿、发动捐绿等活动，

动员群众在房前屋后见缝插绿、自觉绿化。

争取政策资金，推动国储林项目建

设。贫困户以扶贫小额“户贷户用”贷款

加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再由村劳务股份

合作社参与县国储林基地建设营造林工

程施工，贫困户通过务工等方式获得收

益，既解决了项目公司前期融资难、用工

难问题，也充分利用扶贫政策，使贫困户

拓宽了增收渠道，推进精准扶贫，促进农

民增收。

乔、灌、花、草、藤“五形”搭配，绿化、

美化、花化、彩化、果化“五化”协调。截

至目前，伊川县全年6.09万亩国土绿化任

务已全部完工，新栽的1203万株绿化树

为山川披绿衣、为大地添颜色，一处处“绿

水青山”转化为一座座“金山银山”，伊川

大地正在绿起来、美起来、富起来。

（上接第一版）
记者了解到，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备案管理”包括任职备案、履职备案和离

职备案。任职备案要求乡镇（街道）党（工）

委在1个月内收集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有关资料，送至区党工委组织部门归档

备案并履行交接手续，并由区党工委组织

部门会同纪委监委、政法、统战、民政等部门

和单位进行人选资格县级联审；任职备案包

括在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任职期间，区党工

委组织部门指导乡镇（街道）党（工）委，结合

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支部划类定级、

“五星党支部”创建、逐村（社区）观摩、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等情况，通过现场观实绩、走

访听口碑、测评看民意等方式，对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每年开展一次适岗性研判，逐人

提出鉴定意见；离职备案明确提出对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进行离任审计，审计结果及

整改情况及时报区党工委组织部门备案。

在这其中，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档案

管理内容则更为详尽，包括了基础信息档

案、调整任免档案、教育培训档案、考核奖

惩档案和后备人才档案。而个人基础信

息档案作为村（社区）干部任职经历和履

职情况的重要依据，在评先评优、报考公

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办理离退职手续、

领取离任补贴和落实有关政策待遇时，都

以档案原始记录和备案为准。

正是受益于“备案管理”的政策待遇，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镇靳庄村党支

部书记靳春锋在任职期间彻底转换了“身

份”。2019年11月，漯河市委组织部在

全市范围内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中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靳春锋经过笔试、

面试和政审，最终被录为事业编制。

“现在有了事业编制，工资比以前高出

许多，感觉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在村里更要

设身处地为老少爷们儿做好服务！”靳春锋

坦言，只有加倍努力干好党支部书记的活

儿，才不辜负区党工委、镇党委给予的待遇。

“备案管理”聚合起基层党建
力量

“组织对咱更重视了，你就会觉得自己

有了用武之地，为村子干活儿，浑身就有使

不完的劲。”谈及村干部的“备案管理”，李

荣臣说变化最大的就是干事创业的热

情比以往都要高，用“有十茬力出十茬

力”的精神劲干好本职工作。

2019年6月19日，李荣臣接到区

里拆迁任务后，带领辛庄村“两委”班

子，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忙到12

点多，走街串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里，完成村里200多户的房屋拆迁工

作，更难得的是全部实现和谐拆迁。

实际上，李荣臣和靳春锋的所思

所想所作所为只是因“备案管理”而发

生细微变化的一个缩影。刚刚过去的

2019年，是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

层党建巩固年”，已全部纳入区级备案

管理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成为推进

这一行动的主力军，再加上区里实施的

“逐村观摩、逐项过硬”“三提升”“双结

对”活动，以先进机关党组织带强后进

村、软弱涣散村级党组织等一系列措

施，全区在全方位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的

同时，基层基础工作得到全面加强。

由此而来的是，该区36个村全部

实现集体经济“清零”，集体经济收入5

万元以上的村达86%，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

村达15个；90%的村污水排放接入城市排污

管网，完成92个老旧小区、背街小巷改造，社

区居民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覆盖率分别达

57%、50%以上；建档立卡贫困户76户229

人，截至2019年年底，共脱贫42户129人，贫

困户年人均收入达万元以上。

不仅如此，该区筹措资金3000多万元，

建成了东方红党建文化街、中山公园党建综

合体。目前，全区总投资2000多万元，新建

的15个村党群服务中心相继建成启用，全面

解决了该区个别村级场所小、破、老的问题。

同时，还启动了使用面积达1900平方米的区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党

员教育资源，改善该区党校办学条件。

“2020年，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将以‘基

层党建质量提升年’活动为主线，进一步巩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以‘村

级组织抓素质、非公企业抓规范、机关党建抓

能力’为着力点，按照市里的方案全面落实

‘备案管理’工作，促进全区党的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

记吴玉培说。

“备案管理”凝聚基层党组织力量攻坚克难

建安区柿张村 贫困户“务工积分”既挣工资又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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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在绿色中蜿蜒 车辆在绿海中穿梭

国土绿化成就生态伊川
内黄县

省市重点项目复工率100%

促脱贫防返贫助增收

叶县龙泉乡

村企干部
交叉任职共谋发展

我省清明节祭扫文明有序

本报讯（记者孙纪山 通讯员郝晶
晶）4月8日，孟州市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小组领导慰问了复工复产一线的“三

调”工作者及技术单位员工，并送去疫

情防护物资。

疫情防控期间，“三调”工作人员无

法入村实地核实图斑，孟州市“三调”办

与各个乡镇办事处对接，提供健康证明

和摩托车等交通工具，方便对地形复杂

的图斑进行核实。

截至目前，孟州市已完成权属核实、

湿地检查、城镇村庄内部图斑检查、20X

属性标注检查，自主提取和国家下发

2900多个图斑外业举证工作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4月8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年清明节，恰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全省清明

祭扫平安文明、和谐有序。

据悉，各地围绕“精准防控、平安清

明”的要求，实施差异化精准防控策

略。针对疫情防控风险较高的，暂停组

织集中祭扫、集体共祭等集体性活动。

疫情防控风险较低的地区，对骨灰安葬

（安放）高度集中的场所、容易形成人员

聚集的服务项目，各地暂不开放或延后

开放；对具备开放条件的，可提供限制

性祭扫服务，科学合理设置各殡葬服务

机构及祭扫场所承载量，采取网上预

约、短信提醒等手段，做好祭扫人员流

量关口前置管控。

本报讯 （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
超）4月6日，在位于内黄县产业集聚区

的河南众爵新能源电动车公司内，工人

正在流水线上有序地忙碌着。

“我们公司计划总投资4亿元，年

产新能源电动车10万辆，公司从2月底

就陆续复工了，现有工人和技术人员近

200人，工人每天都戴着口罩，上下班都

测量体温，食堂、卫生间、员工宿舍每天

三次消毒，员工就餐实行分餐制，做到

防疫生产两手抓两不误，现在我们的订

单不断，效益不错。”该公司负责人徐玉

明介绍说。

内黄县发展改革委员会提供的资

料表明，截至4月3日，该县工业企业

累计复工194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43家，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4家）的97.7%。服务业企业复工35

家，经营性门店复工8335家，复工率

99.12%。2020年21个省市重点项目

按照序时进度已应复尽复，复工率

100%。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
君李全林邵鹏）４月5日上午，河南鑫

金汇不锈钢产业有限公司接到3条生产

线、46个岗点提交的9条特殊的“体检

单”，分别以黄蓝进行标注，其中蓝标

“体检单”8条，黄标“体检单”1条。“蓝标

表示低风险点存在的安全隐患，黄标表

示一般风险点存在的安全隐患。”该公

司安环部闫正波说。

长葛市针对工业发达、企业多、体

量大的实际，以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工作为抓手，推动排查风险源，全面

提升企业安全生产“自检防控”能力。

目前，长葛市80家危化企业已全部

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148家规模以

上工贸企业已完成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工

作82家。

4月8日，尉氏县邢庄乡坡里王村村民在特色蔬果产业扶贫基地采收莴笋。近年来，邢庄乡采取“支部+扶贫产业园+贫困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通过务工和分红的模式，带动贫困家庭增收。 李新义 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沛
洁）4月7日，在叶县龙泉乡龙泉广场，

村企共建启动仪式举行。“企业支持村

子发展，村子为企业打造发展环境，龙

泉进入党建引领村企共建共发展时

代。”该乡党委书记王志远说。

近年来，龙泉乡积极招商引资，引

进了一大批企业落户，形成了返乡创

业园（门业小镇），有力巩固了脱贫攻

坚成果。乡政府牵线搭桥后，村企双

方达成共识，实行共建共发展模式：企

业负责人担任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或

名誉村委会主任，用现代企业思维为

村子发展提供新理念及技术等方面的

指导，村里及时主动提供更周到的服

务。仪式当天，53家企业负责人被龙

泉乡35个村聘任为村党支部副书记或

名誉村委会主任。

“下一步，我们还要让村干部到非

公企业任党支部副书记，学习企业经营

理念，从而加快村集体经济发展。”王志

远说。

（上接第一版）
王玉田表示，经过各方的共同努

力，全省成品粮和主食加工企业已逐步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率已从 2月 6日

15%提升到4月7日的83%，绝大部分

企业已经恢复正常生产。

“以我省小麦粉加工企业目前的

开工率来看，不仅满足了我省的供应

需求，还满足了湖北等周边受疫情影

响较重省份的小麦粉供应量。”王玉田

说，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上，我省将进一步延长粮

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将我省建设成为粮食产业强省，在满

足百姓粮油产品基本日常需求的前提

下，为百姓提供更多的优质粮油产品，

逐步实现群众从“吃得饱”到“吃得好”

的根本性转变。

我省粮食家底厚 抢粮囤粮没必要

长葛市

双重预防体系保企业安全生产

孟州市

“三调”完成权属核实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魏森
元）“俺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一共要

打15眼灌溉机井，目前已打好3眼，预

计4月中旬完成打井任务。”4月6日，汝

州市焦村镇李楼村党支部书记刘现伟

说。

据焦村镇党委书记薛文来介绍，该

镇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完成万亩农田

改造，项目完成后，将大大提高土地生

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该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均莹说，

该市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

划已编制完成，预计6月可全面开工建

设。

汝州市

开建农田改造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