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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郜敏刘
楷先）“一把青菜变成一捧干菜，带动群众

种了菜，甚至菜叶和副产品也换成了钱，

村里的留守妇女和老头老太太也有了事

做，一天下来手头快的能挣一百五六，少

的也能挣个六七十块。”5月21日，在太康

县王集乡银河盛脱水食品有限公司，王

集乡乡长应建辉扳着手指头算了一笔经

济账和社会账，“如今村里闲喷的少了，无

事生非的也不见了，可以说实现了‘青菜

脱水瘪起来，农民腰包鼓起来，贫困群众

富起来，婆媳关系好起来’。”

河盛脱水食品有限公司位于王集乡

产业园区，是一家致力于脱水果蔬及农产

品加工、贮藏与销售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

企业，也是太康县政府重点支持的“脱水

蔬菜扶贫车间”。

五十岁的公司总经理吴侠是太康县

人，早年在甘肃天水种过、贩运过蔬菜，

对蔬菜行业的冰与火有着深刻的理

解。过山车一样的菜价是那么的惊心

动魄，让无数人流泪，夜不能安。当看

到菜农忍痛把新鲜的蔬菜倒进沟里或

者毁在田里，农民出身的吴侠一直在思

考，怎么来化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种菜

难、卖菜苦呢。

一次在给天水一家蔬菜脱水烘干外

企送货时，看到他们生产的脱水蔬菜销往

欧美、中东和非洲国家，吴侠脑海里一直

在思考，太康老家是一个农业大县、人口

大县而且土地肥沃适合蔬菜生长，如果办

一个蔬菜脱水工厂，帮助家乡父老通过种

菜和务工实现脱贫致富，也能实现荒废地

和房前屋后零星土地充分利用。

2016年，吴侠经多方考察后决定返

乡创业。在乡党委的支持下，拥有标准化

工业生产厂房3000平方米，冷冻库300

平方米，年可储存冷冻产品1000余吨，恒

温库1200平方米，年可储存各种果品、蔬

菜近3000吨的公司顺利建成。

2017年，公司引进国内先进的热风

干燥（AD）技术设备，开始加工脱水果

蔬系列食品。生产的脱水油菜臺、脱水

槐花、脱水四季豆、脱水土豆、脱水黄

瓜、脱水苦瓜、脱水西蓝花等，销往全国

各大城市批发市场，成为各大饭店的抢

手货。

“自有蔬菜种植基地、加盟订单收购、

随机收购市场富余蔬菜,三措并举保障原

料来源。”吴侠告诉记者。

采用“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产业经营模式，公司在王集乡5个行政村

建立蔬菜种植基地2000余亩。

积极培育和带动农民专业合作社，与

蔬菜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形成紧密的利益

共同体。企业生产高峰用工量大，有效带

动了周边蔬菜种植和农民务工收入的提

高，带动全县七十多个行政村种植蔬菜上

万亩，吸纳200多人务工，其中贫困户

127户，月收入2500元以上。

眼下，公司正在申请ISO22000体系

认证、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登记及外贸

自营出口权。产品不久即可销往欧美及

日本、韩国等地，漂洋过海挣外汇啦。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为了进一步促

进许昌市电力装备企业融合发展，5月21

日，许昌市电气行业协会正式成立。首届

理事会选举檀国彪为会长，陈卓等4人为

副会长，聘任王纪年、楚金甫为名誉会长。

近年来，作为全国重要的电力装备生

产基地，许昌市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

主攻方向，打造千亿级电力装备产业集

群，致力建设“智造之都、宜居之城”。目

前，该市的电力装备产业覆盖电力系统发

电、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各环节，涵盖

交流及直流装备各领域，产业规模超千亿

元，已成我国电气装备行业中品种、规格、

综合成套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5月14日，记者走进位于辉县市常村

镇沿西村的沿村牧业有限公司，看到总经

理郭学福正和工人正一起铺设管道。62

岁的老郭用满是泥土的衣袖擦了把汗，笑

着说：“得尽快把管网铺设好，让更多的农

户都能用上氧化塘的水浇地。”

老郭告诉记者，他从13年前开始养

猪，原来猪舍里都是猪粪猪尿，清理时都

不知道从哪下脚，清理出来的粪便更无处

排放，村民们对此怨声载道。虽然自己有

技术也不敢扩大规模，既怕被投诉又怕罚

款拆除，天天忐忑不安。

为了找到有效处理养殖废弃物的方

法，老郭跑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养殖场，都

没有寻到好方法。

2017年，辉县市获首批畜禽粪污资源

化利用重点县项目，推广利用氧化塘发酵技

术，将干粪发酵生成农家肥、污水沉淀厌氧

发酵变为沼液，有效处理养殖废弃物。老郭

积极参与此项目，在辉县市农牧局的支持

下，购买了设施，赤膊上阵架设管道。那段时

间，他身上被晒得脱了几次皮，中了两次暑。

将近一年的时间，全村的农田沼液灌

溉管道铺好了，每隔50米就有阀门，老郭

打开阀门，看着汩汩的沼液流进农田，他

觉得再累也值了。养猪场的粪便变废为

宝，村里原本浇不上水的地变成了水浇

地，还省去了每亩地上百元的化肥钱，土

地也不再板结，病虫害的发生率降低，小

麦产量能增加40%到50%。

老郭表示，目前公司已经投入了近600

万元，实现了污染零排放。“如今我们除了收

获新鲜的空气，也赚取生态养殖带来的经济

效益。目前沼液用于供应2000亩农田，光

是这些肥料钱，已是一笔不菲的效益。”

粪污的问题解决了，老郭也敢放开胆

子养猪了。下一步，老郭准备继续扩大自

己的养殖规模，同时继续修建沼液贮存

池、铺设管网收集周围的其他养猪场的粪

便，让上万亩的农田用上生态肥。

老郭还发现用沼液种植小米，口感特

别香甜可口。他已经与几十家种植户“联

姻”，一亩地给农户900元，并免费提供种

子、技术等，农户只需要除除草，小米由公

司统一收购销售。现在，公司生产的小米

已经高价销往北上广。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毋昆）

初夏樱桃压枝低，嫣红如醉沁心脾。5

月20日，博爱县第十三届樱桃节暨首届

网络樱桃节在寨豁乡小底村开幕。

被誉为林果之乡的寨豁乡，全乡特

色林果种植面积达2.1万亩，其中，樱桃

种植面积3500余亩，盛果期樱桃销售

收入每亩地突破3万元。

每逢樱桃节，在通往该县5A级景

区青天河风景名胜区的山道旁，果农们

一边忙着在路边售卖自家樱桃，一边招

揽客人入园采摘。来自焦作市的张先

生告诉记者：“3年前的一次青天河之

行，让我知道了博爱县樱桃节。从那往

后，我每逢樱桃节都要带着家人和朋友

来到小底村，到果园里采摘品尝最新鲜

可口的大红樱桃。”

“目前，寨豁乡全年特色林果种植

实现销售收入8000万元，叫响了‘初

恋樱桃’‘太行冬桃’等特色林果品牌，

带动3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了脱

贫致富，获得了国家级‘无公害农产品

产地’和河南省农村科普示范园区等

荣誉称号。”寨豁乡党委书记齐高杰

说。

为了拓宽樱桃销路，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对种植户的影响，在今年的樱

桃节开幕式上，该县以抖音短视频平

台为媒介，以“樱桃采摘来寨豁 大美

博爱抖狂欢”为创作主题，举办抖音短

视频创作大赛，为博爱全域旅游再燃

一把旺火。

“下一步，将以此次樱桃节为契机，

紧紧围绕‘一轴两城五区’发展战略，以

五县同创为重要抓手，着力打造融‘特

色林果+休闲观光+美丽乡村’为一体的

全域旅游示范区，进一步加快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步伐，为博爱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博爱县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学锋说。

正阳县清源街道张楼村徐庄村80

岁老党员王明伦，不等不靠，通过自己

的努力奋力脱贫。

王明伦长期患有哮喘、心脑血管等

慢性疾病，2017年被评定为贫困户。在

驻村扶贫干部和街道、村“两委”的精准

帮扶下，他现在每年收入7000多元，彻

底实现脱贫。

从1963年起，王明伦在熊寨公社张

楼大队任生产队长。1975年，在熊寨公

社王楼大队任政治队长。1977年在梁

庙乡张楼村徐庄队任队长。无论是在

哪个岗位，他都干劲十足，激情满满，多

次被评为优秀生产队长、优秀政治队

长、优秀村民组长等。

他常说自己是一名党员，应该吃苦

在前，享乐在后。在疫情防控期间，他

发动村民组的党员干部在徐庄设立疫

情防控检测点，主动承担着徐庄村民组

疫情防控重任。无论是秸秆禁烧、养老

保险收缴、户厕改造，还是信访稳定、安

全生产等街道中心工作，他都积极参

与，坚持发挥余热。

“每次村里通知党员开会，无论是

啥会，他都很积极，让邻居骑电动车送

他到村支部。”张楼村党支部书记刘良

娃说。

数十年里，王明伦坚持每天收看新

闻联播，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还

常常把自己学到的国家政策宣传给身

边的其他贫困户，鼓励他们通过自己勤

劳的双手摆脱贫困。

现在的王明伦比以前更加乐观开

朗，他在家门前开辟了一个小菜园，种

植一些时令蔬菜，还喂养了一群鸡鸭，

每天都是乐呵呵的。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贺永明孟虎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丁丽丽
高可庆）“感谢园区的保姆式服务，有了他

们的贴心服务，我们的企业才能这么快投

产见效。”5月20日，河南玖腾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负责人激动地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后，口罩紧缺，我们就商量着建一家口

罩厂。当时正值春节放假期间，园区领导

连夜协调低效用地企业，腾退厂房，使我们

在较短的时间投入生产。随着公司效益的

增加，扩大规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园区

了解情况后，又积极为我们整合厂房

2300平方米，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今年以来，邓州市开展产业集聚区低

效用地整治提升行动。桐心箱包、玖腾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河南九恩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的顺利投产见效就是该市实施“腾笼

换鸟”盘活低效用地的一个个鲜活的写照。

随着该市“一抓三突破”的强力实施，

一大批好项目、大项目接踵而至，产业集

聚区在承接项目方面土地供应不足，要素

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也逐渐显现，低效闲置

土地、闲置工业厂房等低效资产，严重制

约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土地供应不足，一些新引进的项

目要落户，或增资扩产，经常面临“无地可

用”的窘境。“当时孵化园已经没有厂房，

之前的那家企业也是一家生产箱包的企

业，由于各种原因，陷入了债务纠纷，导致

设备被法院查封，厂房一直闲置。经过园

区、法院、高集镇政府的协调，桐心箱包和

原企业达成了协议，由桐心箱包购买原企

业的设备，一方面原企业可以清偿债务，

另一方面桐心箱包不仅不用再采购设备，

节省了运输费用，还可以尽快投入使用。”

邓州市产业集聚区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金秋介绍。

“园区从2019年开始，就对孵化园内

厂房使用情况进行排查摸底，疫情期间，

对低效利用厂房的企业进行约谈。为进

一步盘活资产，充分利用厂房，建管公司

对低效利用厂房的企业进行全面腾退整

合，4月底前对纳入厂房清退、整合的企业

制订清退计划，下发厂房清退、整合通知；5

月份要求企业限期自行整改；6~8月份对

拒不整改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整

治腾退是一次‘新陈代谢’，是为了吸引、培

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入驻。”金秋说。

截至目前，该市产业孵化园累计整合

腾退7家企业厂房面积11415平方米，已

由近期新引进的玖腾医疗器械、君缘盾户

外装备、邓康卫生材料、邓健卫生材料、和

众医疗器械入驻使用，新落户的5家企业

带动930余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由此，“腾笼换鸟”使昔日闲置的厂房再次

热闹起来，促进了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同时也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张争
刘华青）“太感谢了！我以为你们巡察组

在村里走访发的巡察‘小卡片’只是做做

样子呢，没想到反映当天你们就来调查

核实，在你们走后没多久，就有人带着证

件，拿着录像机来调查了。”近日，漯河市

郾城区委第四巡察组对村民电话举报孟

庙镇何庄村有污染企业进行实地核实

后，在返程的路上，村民再次来电对巡察

组表示感谢。

让村民更为满意的是，经过实地核

查，巡察组以巡察交办单的形式，将无环

评手续的工厂移交区生态环境局限时处

理，限10日内对生产设备断电、拆除、搬

迁。

一个举报电话，一次深入调查，一张

巡察交办单，把一个污染企业“连根拔

起”，清净了一方土地，暖了一村百姓的

心。而在这背后，是一张巡察“小卡片”

发挥了群众监督的“大作用”。

为扩大巡察工作宣传覆盖面，郾城

区创新宣传方式，在设置巡察征求意见

箱、电子邮箱和举报电话等举报平台的

同时，设计印制巡察“小卡片”，将巡察

组联系方式、巡察时间、巡察对象等内

容逐条列出，利用进村入户的时机，向

群众发放，全面提升群众对巡察组工作

的知晓率和参与度，为巡察工作再添新

助力。

自4月上旬郾城区委开展新一轮巡

察以来，区委各巡察组入村（社区）走访

调查400余人次，向群众发放巡察“小卡

片”1000余张，收到群众举报信访事项

60余件，收集反映问题、意见建议30余

条，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25份、情况说明

通知书8份。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
阳通讯员何铸）为进一步加强扶贫爱心岗

位规范化管理，确保就业扶贫政策落实精

准有力，近日，罗山县庙仙乡对全乡扶贫爱

心岗位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

该乡采取查阅档案、实地查看、走访

座谈等方式，对扶贫爱心岗位人员聘用程

序、岗位设置、动态管理、在岗履职、待遇

落实等进行检查，对督查中发现的重岗、

脱岗、无法履职的情况进行详细核实。针

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现场予以反馈，下

发督查通报，提出整改意见，明确村党支

部书记负总责，跟踪督促立行立改。此次

共取消7人，岗位调整14人。

目前，全乡共有扶贫爱心岗位371

个，帮助贫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增

收，为防返贫提供了坚强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杨健原金贵 记者

秦名芳）“不光我喝上了甜水，叫花儿也

喝喝这丹江口的甜水。”5月21日，走进

汤阴县城关镇南园村71岁贫困户李庆

章的院子里，李大爷正在给院子里的一

株天竺葵浇水。

李大爷说，他们村原来各家各户用

的都是自备井，水烧开后水垢很大，喝

起来还有股苦涩味。现在好了，水龙头

一拧自来水“哗哗”地往外流，喝一口，

甜滋滋，洗把手，光溜溜。

汤阴县自来水公司办公室主任祁

自光说：“‘吃水’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

要内容，我们公司负责城区规划范围内

行业扶贫工作，涉及城关镇等4个乡镇

35个行政村232户贫困户，截至目前，

所有贫困户都喝上了来自丹江口水库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为了保证水质安全，对于集中供水

的贫困户，自来水公司水厂化验室进行

县级配套标准设置，对原水按照混凝、

沉淀、过滤、加药消毒工艺处理。对分

散式供水的贫困户，供水水源水样和管

网水样每半年逐村逐户提交，交由县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化验，检测报告公

开透明并归档备查，同时，贫困户吃水

还享受每立方米优惠0.65元的帮扶政

策。

蔬菜脱水销路好 不惧价格过山车
太康农民吴侠返乡创业开发脱水食品

许昌市电气行业协会
正式成立

罗山县庙仙乡专项督查
扶贫“爱心岗”

“腾笼换鸟”盘活低效用地
邓州市破解土地供应不足难题，让好项目进得来

辉县养猪大户郭学福跨界迷环保
□本报记者马丙宇

取消7人，岗位调整14人

一个举报电话连根拔起一个污染企业
漯河市郾城区巡察“小卡片”发挥监督“大作用”

博爱县寨豁乡

漫山樱桃红满枝
正是品尝采摘时

八旬老党员王明伦

开心快乐每一天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郑磊
常岚）为全力克服疫情影响，助推全

县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进一步激发广

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热

情，5月份以来，滑县持续在全县集中

开展了“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服务企

业”担当作为大学习大讨论大提升活

动。

“以前办个手续要一周时间，现在

在家点点鼠标，到现场签个名，一天就

能办好，真是神速！”5月20日，河南省

中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理张东东在

该县政务服务大厅办完企业注册手续

后不禁感叹。从一周时间到当天办结，

是该县深入推进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

等重点工作的具体实践。

深入企业，才能真正了解企业需

求。该县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开展“百

名法官访千企”活动，院庭长、员额法

官、法官助理共121人联系全县296家

规模以上企业，通过支部书记联系企

业、支部共建、法律服务进车间等方式，

为企业提供“点对点”司法服务，助力企

业复工复产。

“三服务”活动开展以来，通过建

立县级领导分包责任制、项目推进例

会制等措施，谋划、续建、新建项目94

个，完成投资20.73亿元；签约“中信旅

大运河文旅综合开发、齿科材料产业

园”等 10 个项目，投资总额 144.6 亿

元；采取超常规措施，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10

万亩建设项目一期 5.48 万亩基本完

工；强化农业科技服务、小麦中后期管

理，力夺全县181万亩夏粮丰产丰收，

农业生产稳定。

“开展‘三服务’担当作为大学习大

讨论大提升活动，就是要求全体党员干

部进一步改进作风、优化服务，创新图

强、务实苦干，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的征程中出重

彩、更精彩。”安阳市委常委、滑县县委

书记董良鸿说。

汤阴县

贫困户喝上丹江口的甜水

滑县开展“三服务”活动

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

5 月 21 日，省机

关事务管理局向定点

帮扶村泌阳县贾楼乡

杨台村捐助扶贫资金

35万元，用于该村发

展带贫产业和改善村

容面貌等工作，以实际

行动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陈远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