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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党旗飘扬
助力复学

5月11日，郑州市中小学学生返校

复学，惠济区薛岗小学终于迎来了久违

的师生。该小学党支部书记李鹏主动

作为，带领党员先锋岗组织有序，分工

明确，全程参加学校复学工作。党支部

的党员干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学校返

校复学工作。 （李勤）
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党支部开展

“搬家式”大扫除活动
日前，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党支

部组织全体教师开展“搬家式”大扫除活

动，以办公室、教室的卫生死角为重点，

辐射全校各个角落。在学校德育处的统

一安排下，该校首先对学校各卫生区域

进行细致划分，全校老师两人一组，对学

校卫生进行彻底清理。 （孙璐）
驻马店供电公司年度整体工作受市

政府表扬
5月12日，驻马店供电公司收到驻

马店市人民政府发来的表扬信，对该公

司在2019年度驻马店市政府工作目标

责任考核中，圆满完成下达的各项目标

任务提出表扬。

2019年，驻马店供电公司紧紧围绕

驻马店市发展大局，坚持以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为中心、以电网规划为引领、以

安全生产为基础，持续加强电网建设，

强化科学调度，全年全社会用电量达

151亿千瓦时，其中工业用电量74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6.86%，增幅居全省第二

位；青豫直流特高压及其配套工程完成

投资64亿元，其他电网建设投资24.2

亿元，投资总额度居全省第二位；全市

骨干电网持续完善，驻马店成为全省第

六个拥有3座500千伏变电站的地级

市；电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在第三方

“获得电力”指标评价中居全省第六位；

顺利完成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双电

源”项目等6项重大电力迁改工程，圆满

完成第二十二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

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活动保电任务，为

驻马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电

力保障。

下一步，驻马店供电公司将持续做

好电网建设，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为加快驻马店市全国一流

地级市建设和推动驻马店高质量跨越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黄文静）

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党支部助力
返校复学工作

党旗飘扬，党徽闪耀。随着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5月11日，郑

州市中小学学生返校复学，惠济区杜庄

小学迎来了久违的师生。迎接开学期

间，该小学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主动靠前

服务，助力学校返校复学工作。（孙璐）
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党支部开展

推广“学习强国”郑州学习平台活动
日前，“学习强国”郑州学习平台上

线。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切实将郑州

学习平台推广工作落到实处，确保郑州

学习平台推广走在前列。该小学党支部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迅速动员全体教职

员工订阅“学习强国”郑州学习平台，并

登录平台开展学习。 （李勤）
农发行民权县支行消费扶贫助力脱

贫攻坚
一滴水、一份爱、一份支持、一份力

量。今年以来，农发行民权县支行深入

贯彻中央提出的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要求，切实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日前购买卡诺圣矿泉水

70件捐赠给西藏自治区，以实际行动助

力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一步发挥政策

性金融先锋主力的模范作用。（杨会敏）

日前，长葛市纪委监

委派驻二组到市直幼儿园

就复学前后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进行监督检查。该园

是省示范性幼儿园，始终

把幼儿教育和安全管理放

在首位，疫情防控制定了

周密的防控措施，确保全

园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张杰张歌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马啸）今年以来，原阳县创新三项机制，

促进贫困群众应就业尽就业。

建好四本台账，精准摸清需求。该

县通过逐乡镇逐村逐户摸底，建立了贫

困家庭劳动力资源台账、转移就业台

账、培训人员台账和享受政策人员台

账，澄清全县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有就业

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力5982人。

突出三个主体，就地就业带贫。为

保障企业复工复产对用工的需要，该县

在组织好外出务工的同时，以企业带

贫、合作社带贫和专业大户带贫为重点

抓好就近就地就业，通过综合帮扶，共

安排就业2257人。

强化三个保障，完善工作机制。为

确保贫困群众应就业尽就业，该县注重

工作机制建设。首先“抓好三支队伍”，

即抓好人社局工作专班、乡（镇、街道）人

社所和产业集聚区人社服务站、村级协

管员和村级文书三支队伍，实施县乡村

三级网格化管理。其次“用好两个平

台”，即建立扶贫一线战斗群和疫情防

控稳就业工作群，确保企业复工复产用

工保障高效安排部署到位、落实落细到

位。第三“健全一套机制”，即实行工作

年计划、月调度、周点评、月通报，及时解

决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目前，该县

5982名应就业贫困群众已全部实现就

业。

原阳县

三项机制保障贫困群众就业

5月 12日，汝阳县蔡店

乡妙东村金秋瑞中药材种植

基地里，农民在收获罗马洋

甘菊。近年来，该乡围绕市

场需求，指导、扶持妙东村金

秋瑞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金

丝菊、昆仑雪菊、黄山贡菊、

婺源黄菊等多个品种的菊花

种植。步入初夏，该基地迎

来今年首批菊花丰收，当地

农民满怀喜悦开始收获“幸

福菊”。 康红军摄

汝阳
夏季到
收菊忙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董颜丽刘伟兵

5月8日，雨过天晴，碧空如洗，舞钢

市杨庄乡水田村村头的农耕文化园宛

如一幅静止的水墨画，一口老井旁，老

人摇动辘轳，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似

乎在叙说着往日的故事。

这口承载着村民饮水记忆的老

井，是水田村最早的饮水工程，也是全

村人的生命之源。“这是水田村的第一

座井，几乎全村群众都在这儿挑水吃，

一早一晚老井旁都是排队担水的村

民。”68岁的村民李二凡是这口老井的

见证者。

村头不远处是一座二三十米高的

砖砌水塔，白身蓝帽、清新醒目，塔身上

写着巨幅标语“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这是水田村的第二代饮水工程，20世纪

80年代建成的。

水塔不远处是一套无塔供水设施，

破旧的大门上贴着“苦尽甘来，掘井饮

水百姓齐颂党恩，塔载甘泉万众甜透

心”的字样。这是2007年舞钢市实施安

全饮水工程时建的无塔供水设施，也是

水田村的第三代饮水设施，现仍发挥着

作用，成为村头扶贫项目“爱心菜园”的

灌溉水源。

第四代饮水工程为管网延伸覆盖

工程。2019年，水田村从15公里外的

油坊山水库引来优质水源，汩汩清水流

入百姓家，村民饮水由地表水替代地下

水。记者随意走进一户人家，水龙头一

拧，水哗哗流淌……

从曾经的扁担挑水到现在吃上安

全干净的自来水，涓涓清流正改变着

这个小乡村。村民用上清洁自来水，

劳动力从挑水中解放出来，农村产业

发展有了水源的保证，加快了脱贫致

富的步伐……

如今的水田村，一座座农业标准化

大棚孕育着村民致富的梦想，一条条平

整宽敞的水泥路铺到门前，一幢幢民居

掩映在村落中，显得醒目气派……水田

村从一个贫困村、移民村发展到现在的

乡村振兴示范村，成功实现了由传统村

落到新农村的美丽蝶变。

水田村用水方式的变化，是舞钢市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的一个缩影，也是该

市精准扶贫推进安全饮水工程的见

证。目前，舞钢市已建成农村集中式安

全饮水工程122处，其中千吨万人水厂

4处，埋设管道2690公里，覆盖177个

行政村，惠及人口22.6万人。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廖涛徐培

“付建大哥，这几天我打算出售几头

牛，你是老牛倌，帮忙介绍几个合适的买

家吧？”5月11日一大早，南召县太山庙乡

一峰村退役老兵马付建，刚起床就接到梁

沟村养牛大户贾明奇的电话。

今年65岁的马付建，1981年退役后

一直在家务农。在那“点灯靠油，耕地靠

牛”的年代，马付建饲养黄牛以备耕田之

需。随着市场化快速发展，饲养黄牛慢慢

转向了商业化，马付建也调转风向，依靠

养牛“老把式”手艺，饲养了一群黄牛，靠

出售牛犊和育肥增收。

“我和老伴年龄大干不动了。现在养

了14头牛，一年能收入4万多元，属于小

打小闹型，但也自给自足，生活上不用向

子女们伸手要钱！”马付建豪爽地说，“今

年春节过后我卖了几头育肥牛，赚了万把

块钱。”

马付建育肥黄牛在当地颇有名气，附

近村养牛大户纷纷过来取经，对此马付建

来者不拒，热心传艺。目前，一峰村黄牛

养殖产业辐射周边3个行政村，仅马付建

就带动了10多户群众，年存栏量达100

多头。马付建幽默地说，这是他的“黄牛

兵团”。

“养牛是个又苦又累的差事。20多

年来我悟出一些门道，必须苦干加巧干。

赚钱的方法是一高一低一稳定，就是低价

买进半成品牛，育肥后高价出售，常年保

持存栏牛群数量稳定，这样才能保证投入

低、见效快、收益高。”马付建道出了养牛

致富的秘诀。

“要想致富快，全靠土秀才！马大哥

养牛摸索出一套致富经，牛养得膘肥体

壮，看了让人很眼气，我心里很服气。”50

多岁的贾明奇前年春季做了心脏搭桥手

术后，身体没有之前好，无法外出务工，

就萌发了在家养牛的想法。他找到马

付建求教取经，果然从中得到致富“真

经”。

“我俩原来不熟识，生怕他不传经。

谁知上门后，马大哥热情接待，悉心传技，

我家能养牛赚钱，全是马大哥的功劳啊！”

贾明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马付建的帮助指导下，贾明奇从4

头牛起步，繁育了一大群黄牛，依靠养牛

“牛气”起来。去年贾明奇出售黄牛10多

头，存栏12头，赚了7万多元。现在，贾明

奇家黄牛存栏15头，出售 9 头，赚了3万

多元。

一峰村建档立卡贫困户高祥因病致

贫，近几年在马付建的指导下发展养牛，

去年赚了3万多元，仅养殖一项人均收入

1万多元，成为村里“志智双扶”标兵，还受

到了乡政府的表彰奖励，获得县里“星火

计划”产业发展金奖。今年，南召县持续

实施“星火计划”鼓励发展产业，高祥家现

存栏黄牛10多头。

“现在，农村禁止秸秆焚烧，养牛饲

料有保证，市场行情稳定，发展南阳黄

牛是一项稳赚不赔的黄金产业。今后我

要带领乡亲们多养牛，发动群众家家户

户养牛，争取每家存栏10到30头，让乡

亲们家家增收有门路，户户致富有钱赚，

个个变身高富帅。”马付建对养牛业充满

信心。

□黄海涛

初夏时节，走进沈丘县卞路口乡霍

楼村，站在村口往南看，蔬菜种植基地

里一排排温室大棚整齐排列，在阳光下

闪着银光。走进大棚，一垄垄小青菜翠

绿欲滴，长势正旺。

“临时党支部给俺建大棚，我一年咋

也能多挣个三五千元，往后不用担心返

贫了。”5月12日，村民霍思金一大早就

来大棚里松土、除草，正忙得不亦乐乎。

老霍今年68岁，于2017年脱贫。

今年4月，沈丘县在开展脱贫攻坚普查

工作时，到老霍家入户走访，了解到他

家的主要收入仅靠家里的3.5亩地，随

时都有返贫风险。沈丘县委组织部在

该村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和村干部一起

评议，把老霍列入脱贫监测户。

“按照因地制宜、一户一策的帮扶

原则，老霍过去种过菜，有种菜经验，他

自己也愿意重新种菜，临时党支部出资

4000元为他建了一个占地半亩的温室

大棚，激发他自力更生的动力。”霍楼村

干部霍海涛介绍说，考虑到霍思金的老

伴没有收入来源，就给她安排了一个村

内公益性岗位，每月也能收入500元，

通过双管齐下，补上了老霍家返贫的

“短板”。

针对一些有返贫风险，但没有蔬菜

种植经验的脱贫监测户，临时党支部征

求个人意见，对愿意发展大棚种植的，

临时党支部帮扶人协调技术员到温室

大棚进行技术指导，免费解决群众遇到

的种植难题。不到一个月，该村已有5

家脱贫监测户在临时党支部的帮助下，

建起了蔬菜种植大棚。目前，该村共发

展温室大棚170栋。老霍种植的小青菜

已经收割一茬，有了第一笔收入，老霍

及全村人发展生产、增收致富的劲头更

大了。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刘
超尹贵堂）5月11日，内黄县粮食和物

质储备中心的扶贫工作队员与汇中种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来到六村乡前化村，

为该村贫困群众送来1.84万株辣椒苗，

解决了群众当前生产的一大难题。

六村乡是远近闻名的“尖辣之乡”，

辣椒收入占村民年收入的八成以上。

由于受疫情影响，加之今年春季气温不

正常，部分辣椒苗受到冻害，造成种苗

短缺，给椒农生产带来困难。

内黄县粮储中心副主任、驻前化村

扶贫工作队队长白东建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组织工作队员入户调查，发现建

档立卡贫困户田利彬等人正在为找不

到种苗而发愁。经统计，贫困户们短缺

种苗1.8万株，按市场价每株0.2元计

算，需要种苗款3600元。

为了减轻贫困人员家庭负担，白

东建带领县粮储中心扶贫工作队队员

捐款购苗。汇中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听说是给贫困户捐赠辣椒苗很受感

动，当即表示只收成本价，并安排专车

把适合本土种植的“汇中辣椒王”“三

樱杂交”等早熟、高产、抗病的优质种

苗送到前化村。

种苗送到后，考虑到必须第一时间

定植，县粮储中心的志愿者们又来到贫

困群众田间，帮助他们当天就把尖椒苗

全部栽植完毕。

临时党支部给俺建大棚

内黄县粮储中心

捐赠辣椒苗解贫困群众难题

一口老井“眼”中的乡村蝶变老兵马付建和他的“黄牛兵团”

□本报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文甫孙海强

车间内，流水线高速运转；仓储区，

车水马龙。5月10日，漯河市中盐舞阳

盐化有限公司一派繁忙景象。

“正在装车的33吨精纯盐，即将发往

周口市沈丘县。还有我们的食品企业专用

盐，双汇、卫龙、南街村食品专用盐基本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

司总经理朱向光充满喜悦地对记者说。

这是漯河市实施“三链同构”“三产

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市围

绕“集群发展，延伸产业链；创新发展，提

升价值链；融合发展，打造供应链”的整

体思路，着力打造完善丰满的绿色食品

产业生态，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

业链水平，在开放协作中形成更强创新

力、更高附加值。

“盐是五味之首、食材之基、化工之

母。无论是百姓日常生活，还是食品生

产加工，用量虽小，作用甚大。”朱向光

说，为了抢抓“三链同构”发展机遇，该企

业积极“入链”“融链”“延链”，积极对年

产60万吨五效真空蒸发制盐系统和精包

装系统实施“三大改造”，申请专利技术

11项，制盐工艺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

水平，独特的卤水净化工艺最大程度地

满足产品品质。

全国食盐监管体制改革以后，食盐

纳入食品生产许可管理，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负责监管。如何激发食盐生产企

业的更大活力？既能保证食品安全，又

能精准生产、销售，实现差异化经营和供

给侧改革，促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在省、市市场监管部门的指导

下，中盐舞阳盐化有限公司从产品标准

着手，针对不同需求量身定做企业标准，

相继制定了加碘精纯盐、海藻碘低钠盐、

未加碘晶纯盐等22项专用盐企业标准。

“专用盐”的生产，不仅解决了下游链条

的“特殊需求”，还提高了“链”下产品的

稳定性，大大节约了物流和生产成本，实

现了“无缝对接”和“链上共赢”。

在“三链同构”中，为了保证不在食

品安全这个“结合部”上“断链”，中盐舞

阳盐化有限公司在食品安全溯源体系建

设上狠下功夫，全过程实施“无接触”生

产，从2000米以下的优质矿层中抽出卤

水开始，到流水线上成袋、装箱，人员无

法直接接触到食盐。而且，利用智能化

手段植入信息流，每袋、每箱盐产品走出

流水线，都有一个二维码“身份证”，通过

手机扫码，它们的原辅料、生产日期、生

产车间、检验合格等信息一目了然，实现

了产品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询。

“‘三链同构’是系统工程，在这个系

统里，每个链条、每家企业都有它独特的

经济和社会价值。”该公司销售副总经理

乔清显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武

汉某医药企业的医用氯化钠原料告急，向

该公司提出供货请求。他们迅速调整生

产方案，每天达产200吨医用氯化钠原

料，及时保证了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所

需的输液原料供应。同时，向山东、新疆、

内蒙古等地医药、消杀行业紧急调拨

18700多吨原料盐，补充省内食盐储备

6000多吨，以高质量的产品供应和社会

责任，树立起漯河的“盐值”担当。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
臧新居）5月11日，台前县马楼镇政府会

议室内，26名脱贫致富标兵，肩挎红色绶

带，喜气洋洋地走上领奖台，会场上顿时

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比一比赛一赛，看谁脱贫办法多，看

谁致富门路好。”闫五斗村脱贫户武继红

率先出声。武继红因残致贫，从喂养两头

猪到如今存栏160多头的小型养猪场，年

收入约20万元，不仅实现了脱贫摘帽，还

成了村里的致富“明星”。

“我种了两个日光温室大棚，年收入

五六万元。”“我在林下养蚯蚓，一年收入少

说也有十来万吧。”“我干我的老本行，种了

10多亩西瓜，个大又圆又甜，一年收入几万

元不成问题。”……脱贫标兵你一言我一语。

脱贫致富大比拼，是该镇扶贫扶志工

作的一个缩影。目前，一场场评优评先、

文化惠民等“志智双扶”活动正在如火如

荼展开，有效激发了贫困户脱贫致富的内

生动力，消除了“等、靠、要”思想，营造出

贫困户比学赶超、勤劳致富的发展氛围，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注入了新的活力。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

“三链同构”扮靓漯河“盐值”
台前县马楼镇
表彰会上大PK
脱贫致富展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