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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临近中午，淡蓝色的天空

中飘浮着几朵白云，与湖面交相辉映，阳

光直直地洒在如意西湖的水面上，波光粼

粼，让人忍不住多望几眼。

如意西湖是新蔡县水系建设“五湖四

带”工程中的一环。如此美景，放在以前，

130万新蔡人民是想也不敢想的。

2017年以前，新蔡县有12万贫困人

口，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国家集中连片

（大别山区）特困地区县。2017年脱贫摘

帽后，新蔡县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全县

13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已于2018年年底

全部退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566

户 120526 人，已累计脱贫 32658 户

118110人，剩余未脱贫908户2416人，

贫困发生率0.24%。

春日走进新蔡，到处都是复工复产的

景象，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到处洋溢着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精气神。

产业推动有力：
脱贫了就不能再回来

“这是今天拉的第14车蔬菜，要送往

深圳，总共1117件，总收入132980元，刨

除佣金和运费，毛收益118495元。”4月

14日下午，新蔡县麦佳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志良掏出手机，自豪地向记者展示

销售蔬菜的账单明细，以及买家汇款的银

行到账截图。

张志良销售的蔬菜是麦佳集团乐康

农业金融扶贫帮扶就业基地种植的。

2017年7月，被评为新蔡县返乡创业带头

人的张志良流转5000多亩土地，在孙召

镇大马庄村附近建起了扶贫产业基地。

“我们在大马庄村委会后面流转了

2000多亩土地，每亩地每年给村民800

元～1000 元的地租，全部种的绿色蔬

菜。”张志良说。

顺着张志良手指的方向，远远望去，

一片绿油油的蔬菜，地里的自动喷灌水管

有序间隔，喷头中迸射出的水柱旋转跳

跃，形成一面面横状的“水帘”。

张志良说：“我们种的蔬菜品种有青

芯、迟菜、大白芯、中白、太阳白等，采摘后

20小时内就能运到广州、深圳、香港。今

年第一季度销售额已经突破1个亿。”

映着落日的余晖，工人们有的忙着收

割青菜，有的忙着装箱搬运。41岁的大

马庄村第4村民组村民时小堂，骑着电动

车在地埂上巡视。

“你不用干活？”他笑笑：“我搁这做主

管，负责播种、生产等，也管人，你看，这几

百人都归俺管！”

时小堂3年前还是贫困户，自己有腰

伤，不能干重活，家里5个孩子，负担很重。

“刚开始来这儿干活，我就是开拖拉机

耕地，下雨天干不成活，一个月挣2000多

块。”时小堂说，“现在我成了固定员工，还

当上了主管，一个月工资6000块，而且还

享受分红，去年光分红我就到手16万元。”

时小堂口中的分红，张志良是这么解

释的：蔬菜扶贫基地一年总收益的60%归

公司，剩下40%由基地负责人、固定员工

支配和分红，这样不仅能调动工人的积极

性，也能最大限度地让村民受益。

“现在村里大约有60个贫困户在这

工作，摘一斤蔬菜发6毛钱，像郭庄村的

张小趁，采摘速度快，一天能挣160块。”

时小堂说。

离孙召镇大马庄村不远的砖店镇大

宋村，与河南未来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建设了村产业扶贫孵化基地，流转

1000亩土地，建设了320座蔬菜大棚和

温棚，采取多种带贫模式，“孵化一人、脱

贫一户、全家致富”，每年能孵化40户贫

困户。

如今，新蔡县全县成立了44家带贫

企业、68个带贫合作社、169个扶贫车间，

今年新谋划实施产业扶贫项目1242个，

已开工1236个，扶贫产业不断壮大，滋养

着这方土地。

精准帮扶发力：
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都说冰糖葫芦酸，酸里面它透着

甜……”下午4点，李桥回族镇狮子口村

第一书记原玉荣的手机响了：“原书记，

箱包厂又接到了一个大单……”

“丁零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原

玉荣的另一部老年机也来了电话。放下

电话，原玉荣推了推眼镜，继续介绍起村

里的扶贫工作。看似随手往后一捋的马

尾辫，蓝色镜腿的黑框眼镜。健谈，爱笑。

“狮子口村曾是多年的‘老大难’村，

2016年年底我们如期退出贫困村行列，

现在已脱贫182户768人。还有8户19

人未脱贫，不过我们很有信心！”原玉荣

说，剩下的19人，每个人如何脱贫，村里

都制定了一对一的计划，年底之前一个不

落的都能脱贫。

2020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汹涌而至，疫情就是命令，防控

就是责任，新蔡县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复工复产，全力保障贫困户稳岗就业。

2月17日以来，新蔡县开展全面摸

底，组织驻村干部、乡村干部和相关行业

部门，对贫困户、带贫企业、扶贫产业、扶

贫项目受疫情影响情况进行多次排查，及

时成立企业复工复产领导小组，全力推动

带贫企业、合作社、扶贫车间安全有序复

工复产。

“我们的扶贫车间从2月25日陆续复

工复产，今年受疫情影响，没能外出务工的

人，就近安排到扶贫车间。”原玉荣说，在深

圳做绿化工作的罗小青就是其中一个，去

不了深圳，就安排在扶贫车间工作，既能照

顾家人，收入一点儿也不比在深圳少。

和罗小青不同，正在缝制书包肩带的

狮子口村7组村民宋新丽，已经在箱包厂

工作2年了，相比以前，她一天的工资挣

得更多了，能达到160块钱。

她说：“因为疫情闲了好长时间。终

于有地儿使劲了，我想多做点，把没干的

那段日子补回来。”

除了箱包厂，狮子口村还建起了藤编

制品厂和文具用品厂，活儿不重收入也不

低，3个扶贫车间带动63名贫困人口人均

年增收1.5万元以上。

在新蔡，你可以时时处处看到这种精

准“滴灌”，保持全县攻坚态势不放松：

全县继续实行县主要领导亲自抓、县

委常委分工抓、四个班子齐上阵的工作模

式，县委书记、县长继续把主要精力用于

扶贫；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政协主席和4

名县委常委任指挥长的六大战区，持续实

施战区作战。全县脱贫攻坚任务科学分

解，调整优化为15个脱贫攻坚专业推进

组。持续实行挂牌督战机制，针对脱贫攻

坚任务重的韩集镇，明确9名县处级领导

分包8个贫困村，选派19个县直单位分包

18个行政村，对8大方面督战任务逐一明

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时限要求，确保未

脱贫的48户139人实现稳定脱贫，已脱

贫的1950户7311人不返贫。

扶志扶智助力：
新生活从“心”开始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新蔡县开

展脱贫村和脱贫户“回头看”“两不愁三保

障”排查、边缘户和脱贫监测户“两摸底”

等工作，唤起贫困群众主动脱贫的意识，

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自

力更生的精神，激发他们改变贫困落后面

貌的决心和干劲。

“我们每周四都有‘大走访、大排查、

大整改’活动，对已脱贫户和困难群众动

态监测，及时发现返贫致贫风险并有效应

对。”原玉荣说，每周四走访，她都会到时

培兵家。

55岁的时培兵是狮子口村3组村民，

他的妻子患有精神疾病，2015年3个女儿

还在读书，最小的儿子患有唐氏综合征，

十几岁了只有几岁孩子的智力。

“那个时候真难，我都不知道生活该

怎么过下去？”时培兵说，“明天是4月15

日，又是周四，我见了原书记还要讲，没有

国家的扶贫政策，没有原书记给我想法

儿，我咋会脱贫呢？”

时培兵爱钻研，爱捣鼓。3年前，他和

外甥一起承包了8亩地，外甥出钱，他出技

术，建起了草莓园，去年挣了3万块钱。兄

弟家的地不种了，加上自己家里的总共15

亩，种上小麦，去年卖了1.2万元。

村里给时培兵安排了保洁员的公益

岗，他开着农用小三轮来回运杂草垃圾

等，每月有500元的工资，比村里一般的

保洁员要高出200元。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4月20日，

记者从漯河市政府获悉，目前，该市贫

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率实现100%，扶贫

基地、扶贫车间、扶贫龙头企业复工率

实现100%，228个扶贫项目开工率实现

100%。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漯

河市创新采取“三个统一、五个一批”，

即统一调查摸底、统一发布用工信息、

统一办理健康证明，本地企业吸纳一

批、组织外出转移一批、利用项目过渡

安置一批、支持创业带动一批、公益岗

位兜底一批，推动贫困劳动力稳定就

业。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漯河还

建立市扶贫办班子成员联系分包县区

制度，及时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目前，全市32个生产加工类扶贫

基地、16个扶贫车间、38家扶贫龙头企

业全部复工。同时，该市明确脱贫攻坚

项目建设重点任务，优化项目招标、审

批流程，切实加快项目实施，目前全市

已对接扶贫项目228个，开工228个。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我们坚

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突出

‘质量’要求、‘精准’要义、‘求实’要领、

‘满意’标准、‘统筹’方法，以决战决胜的

姿态夺取全面胜利。”漯河市副市长乔

彦强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朱亚飞李士臣）“老乡们抬举我当了

‘名誉村长’，我感到很自豪。我这苗木

园有30多亩，今年计划再投入100万元

扩大一下规模，带动更多老乡务工。”4

月17日，鲁山县张官营镇闫庄村“名誉

村长”张国印说。

今年58岁的张国印是闫庄村一组

村民，外出经商20余年，办有个人企业，

去年返乡创业，流转土地种植苗木，被

村里选聘为“名誉村长”。近期，张官营

镇从乡贤能人、致富能手、外出创业有

成人士、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等群体

中，为每个行政村选聘一名“名誉村

长”，由镇政府统一颁发聘用证书，不占

干部职数，不发工作报酬，任期为1年。

选聘的“名誉村长”在村党支部、村

民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工作内

容为“五个一”，即制订一个脱贫攻坚帮

扶计划，每年列席一次党员群众代表会

或组织生活会，协助村庄发展一个特色

产业项目，围绕捐资助学、扶贫济困、修

塘修路等办好一件实事，开展一次走访

慰问。

“‘名誉村长’通过龙头带动、产业

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促动等方式，帮助

我们有效解决了脱贫攻坚工作中人才

匮乏、信息不畅、经费不足、产业发展不

强等难题，凝聚起基层发展合力。”张官

营镇党委书记高长见说。

4月20日，灵宝市寺河乡初三的同学们在上体育课。当天，该市初三和高中学生开

学，学生佩戴口罩，经测温后进入校园，上课、就餐、如厕、课间活动、就寝等校内活动也按

照疫情防控要求严格管控。 刘晓伟摄

本报讯（记者杨青）4月20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

该厅联合省财政厅印发了《河南省公益

性岗位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进一步明确在坚持以“托底线、救急难、

临时性”原则的前提下，加大困难人员

就业帮扶力度，兜牢民生底线。

据悉，《办法》从岗位设置、人员招

聘、岗位管理、薪酬待遇等方面，进一步

规范了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工作。《办

法》细化了公益性岗位的安置类别，简化

了公益性岗位安置前帮扶流程，提出了

对特殊困难群体加大安置力度，以及确

定了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标准范围。加

大了公益性岗位退岗人员后续扶持力

度。在确保就业局势平稳和社会和谐稳

定的前提下，对距享受补贴期满不足半

年人员，及时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指导、职业介绍等服务，帮助

其尽快实现再就业；对参加职业技能培

训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培训补贴；对高

校毕业生，可引导参加基层项目、报考机

关事业单位、继续深造、推荐到企业就

业；对用人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并在补贴期满后转为本单

位劳动合同制用工的，可按单位实际缴

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招用就业困难人员

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期限重新计算；对退

出公益性岗位后仍未实现就业的生活困

难人员及家庭，按规定纳入最低生活保

障、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范围。

《办法》明确了乡村公益性岗位开

发管理有关规定。乡村公益性岗位是

指由各类用人单位开发并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用以安置乡村就业

困难劳动力就业的岗位。主要安置16

周岁以上，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能

胜任相应工作的贫困家庭劳动力，重点

安置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无法离乡、

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劳动力。

近年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扛稳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指示，我省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粮食产业强国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主食产业化和

粮油深加工，优化粮油产品供给结构，提升优质粮油供应水平，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全省粮食行业涌现出一批领军人物、标杆企业、知名品牌以及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粮

油产品，在行业改革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树立行业榜样，引领行业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促进河南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去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河南省

粮食行业协会、河南省粮食经济学会，开展了“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

标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评选活动。经过企业申报、专家初评、网络投票、专家综

合评审，推选出了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现

予以通报表彰（排名不分先后）。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再举办颁奖活动。希

望受表彰的个人和企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发挥好榜样的示范和引领

作用，为河南省粮食产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关于表彰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关于表彰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十大标杆企业十大标杆企业、、十大知名品牌的通报十大知名品牌的通报

王晓伟 河南省豫粮粮食集团有限公司

王福军 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扶 伟 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宋肃远 河南诚实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连建伟 河南省淇花食用油有限公司

赵治永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贾留敏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常兰州 河南金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雷臣泽 河南濮阳皇甫国家粮食储备库

阚翠姝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益海嘉里（郑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博大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周口市雪荣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天香面业有限公司

漯河石磨坊面业有限公司

河南斯美特食品有限公司

益海（周口）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永丰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标杆企业河南省粮食行业十大标杆企业
香 雪 中粮（郑州）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想 念 想念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六月春 河南莲花面粉有限公司

茂 盛 开封市茂盛机械有限公司

申 源 固始县豫申粮油工贸有限公司

世 通 河南世通食品有限公司

多福多 中原粮食集团多福多食品有限公司

诚实人 河南诚实人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博 大 博大面业集团有限公司

奥利福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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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新蔡春意闹
□本报记者任爱熙杨利伟黄华王旭

通讯员宋超喜

我省出台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

加大困难人员就业帮扶力度

鲁山县张官营镇

选聘“名誉村长”激活发展动能

漯河扶贫产业项目全部复工开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为展现我省已摘帽贫困县防返贫的切实成效，记录未脱贫贫困村啃下最后硬骨头的昂扬斗志，倾听广大群

众奔向新生活的铿锵脚步，本报深入开展了“摘帽不松劲 继续加油干”大型采访活动。30多名记者分赴部分已摘帽贫困县和未脱贫贫困村，与干部群众促膝交

谈，面对面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感受他们的快乐与期望。即日起，全媒体推出这组系列报道，全面见证我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奋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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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目前我国北

方冬小麦进入拔节孕穗期，麦区大部墒情较

好，小麦生长发育顺利。

记者20日从中国气象局获悉，目前我国

西北大部、华北、黄淮东部冬小麦进入拔节至

孕穗期，新疆北部、青海东部局地仍处于起身

阶段；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陕西关中等地

进入抽穗开花期；西南地区大部进入开花至

乳熟期，云南东部已成熟。全国冬小麦一二

类苗占比分别为22%、78%，一类苗较上周增

加1个百分点，二类苗较上周减少1个百分

点。

据悉，入春以来，京津冀遭遇多次降温，

总体上，降温使前期生长过快的冬小麦发育

进程延缓，穗分化时间延长，利于粒数增加；

降温还促进了小麦根系生长，抑制地上部分

生长，优化根茎叶比例，麦苗健壮，提高抗逆

能力。

我国冬小麦总体生长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