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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南召县戴了多年的贫困帽

子摘了下来。

这天，南召县的广大干群虽然说不上奔

走相告，但人们言语间的激动兴奋之情显而

易见。两年多的憋屈，其中的酸甜苦辣、个

中滋味，全因为一场“翻身仗”而烟消云散。

南召县摘下来的不仅仅是贫困的帽

子，更摘掉了世人的“有色眼镜”——南召

人不仅敢打硬仗，而且还有打赢硬仗的信

心和决心。

2017年，脱贫攻坚交叉考核，该县在南

阳全市位置靠后受到追责问责；2019年，脱

贫攻坚综合考核，该县在南阳全市位列第

一名备受瞩目。两年多的时间，南召县委

县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全力以赴决战决

胜脱贫攻坚，县委书记作为总指挥始终奔

赴在最前线以上率下，车上放条被子走到

哪村住哪村，全县沟沟岔岔了然于胸；各级

干部“白加黑”冲锋陷阵，一户不漏，一人不

少，乔端镇镇长朱超全镇999家贫困户家

家都去过至少一次，每个孤寡人员都有合

影；驻村第一书记以村为家，跑项目、找资

金、上产业，河南省招生办驻太山庙村第一

书记陈伯斌、李德典接力奋战，为全村争取

各种资金4000万元，全村焕然一新，成为

脱贫致富的“明星村”“幸福村”。

5月18日，说起来南召县的这场“翻身

仗”，南召县政协副主席、县扶贫办主任李

立思索良久，说了一句话：“啃硬骨头，一要

用心，二要用钱。”

南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户27083户81795人，已脱贫24627

户76394人，尚有2456户5401人没有脱

贫，今年9月底前要全部脱贫。

“这两年，啃的都是硬骨头，是贫中之

贫，困中之困，难度大、任务重。”李立说，

“南召县紧盯增加群众收入和两不愁、三保

障，用心用力、不惜一切代价加大投入，发

展产业，促进就业，鼓励创业，一路下来尽

管坎坎坷坷，但我们用真心和细心，真扶

贫、扶真贫，用实干实效赢得了老百姓的认

可和社会的尊重。”

“出路在山，希望在林”。南召县委县

政府科学认识到，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

是南召县的独特优势，“林+N”生态扶贫是

南召县的点睛之笔。

全县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

金融+支部+贫困户”的带贫模式，建成苗木

花卉、食用菌、中药材、柞蚕、艾草等特色种植

基地125个，打造农业产业化集群3个，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905家，土地流转面积

达19万亩，1.3万余户贫困群众通过土地流

转、土地入股、参与务工、辐射带动、保底回

收等多种模式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元。其

中，四个“一体化”成效显著。林苗景一体

化，主要是发展玉兰花木产业，全县种植40

万亩，带动贫困群众7800余人，年户均收入

1万元；林果药一体化，以辛夷、皂角、杜仲为

主的木本中药材种植，带动贫困户2600多

户，年户均增收3000元。（下转第二版）

贫困帽子摘下来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

南召县创新出彩实践系列报道从

不同角度展示了该县以全域党建为引

领，以强县富民为主线，以脱贫攻坚为

目标，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支

撑，充分发挥好全县党员干部的模范

表率作用和复转退伍军人的骨干带头

作用，激活了要素，盘活了资源，用活

了人才，走活了路子，搞活了产业。调

拨五音协奏出和声，调谐节奏导引着

律动，全县上下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干

劲十足，区域发展活力十足。

南召县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和

总结。我认为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举大体体用互彰。南召县委

县政府把脱贫攻坚战作为主体战，几年

来始终以临战的状态、拔寨的意志力，

财力心力一起上，把政策用足，把措施

落地，效果显著。劈山为产业寻找资

源、为群众疏通出路；护林育林造林为

环境增底色、让发展可持续。把以党建

促发展作为团体战，党支部是谋划发展

的团体，各级干部住到村子，都把执行

党的方针政策作为大体，把贯彻落实党

的方针政策作为应用，及时转变为团队

一成员，自觉改变成促发展的一分子、

成为落实上级政策的践行者。

二是抓主体统筹带动。南召县

委县政府强化“山是出路，林是希望”

的区域发展理念，做好资源优势转化

大文章。谋划发展“中原钙都”，漫山

遍野的石头变成了资源资产；推进

“四个一体化”，苗木、药材、蚕茧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加工、合作化运营，依

托一产兴起许多新业态，旅游康养的

兴起提升了一产产品品质品位进而

形成品牌。抓好主体带群体，群体发

展兴旺强壮了主体，统筹的效能不断

地放大释放。

三是聚群体扬优势强基地。南

召县委县政府充分发挥“六种人”关

键少数辐射带动重要多数的作用，引

导新时代的能人群体，担当新的创业

兴业主体，支持他们兴办领办实体，

构建出星河灿烂光彩满天的格局。

“老班长”带新兵机制，把军人组织严

密、号令统一的优势在农村发扬光

大，维护一方稳定，创业一方兴盛，带

富各显神通，军人群体的优势发挥得

淋漓尽致。脱贫攻坚千难万难，干部

走进农户、心交给农民，什么事都不

再难。县乡干部到农户吃饭“餐叙”，

走进来，坐下来，心窝子的话掏出来，

真情实感碰触出来，散离的农民很快

被基层组织凝聚了起来，群众当中潜

藏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特色产业基

地很快发展壮大了起来。

■点评 调谐五音出和声
□省委政策研究室王民选

6月2日，在民权县双塔镇牛

牧岗村的麦田里，由双塔镇机关干

部组成的一站式服务队在帮助群

众收获小麦。“三夏”期间，该镇成

立了一站式服务队，重点对孤寡老

人、缺少劳力的贫困户提供一站式

收麦服务，主动帮其联系收割机完

成田间作业，并联系小麦买家，切

实解决了贫困户收麦难问题。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张
天方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3日，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河

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八部地方性法

规的决定》。其中，《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

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

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原条例第十五条为：提倡一对夫妻生育

两个子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要求生育的夫

妻，经批准可以再生育：(一)夫妻双方合计已生

育两个子女，且没有共同生育子女的；(二)经鉴

定两个子女均为非遗传性病残儿，不能成长为

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条例第十五条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

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已生育两个子女，

有子女经鉴定为非遗传性病残儿，不能成长

为正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夫

妻，经批准后可以再生育一个子女。

近年来，南召县委县政府以强县富民为主线，以改革发展为动力，以城乡贯通为途径，围绕实力、生态、智慧、幸福新南召的发展定位，团结协作，克难攻坚，创新举
措，精准发力，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高质量谋划推进县域高质量发展，在脱贫攻坚、基础能力建设、产业发展、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全域党建等方面创新不断，精彩纷
呈，一个个创新出彩实践，不仅让南召短时间内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而且赢得了社会的高度认可和好评。其创新探索，让人深受启发，值得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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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我省正式修改计划生育条例
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今年继续实

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时

间为6月1日至9月30日，最低收购价

小麦挂牌收购价格（国标三等质量标

准）保持2019年水平不变，为每斤1.12

元，相邻等级之间的价差为每斤0.02

元。6月3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0

年夏粮收购工作新闻发布会。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刘大贵介绍，能否把丰收的粮食

收储好，直接关系粮食安全，为确保今

年夏粮收购开好局、起好步，我省把夏

粮收购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今年，我省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

现状，主动探索收购新模式，综合采取订

单收购、预约收购、错峰收购等方式，减

少人员聚集和农民排队时间。不断拓展

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功能，大力推广

“互联网+收购”，帮助农民卖个好价。同时，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配备有空调、板

凳、茶水、防暑药品等候车室式“粮食收购

综合服务大厅”，建立排号制度，优化为农

服务质量，让农民卖“舒心粮”“满意粮”。

为便于农民朋友反映收购期间的

各种问题，省、市、县三级粮食和储备部

门均开设夏粮收购咨询投诉电话，随时

接听受理群众举报投诉，其中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的受理电话为：工作日可拨

打 0371-65683691，其 他 时 间 拨 打

0371-65683884。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执法监督处处长黄捷提醒广大售粮

农民，在售粮时要留意收购现场公布的

政策性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

水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

等政策信息，当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

要注意保留证据，及时举报。

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总农艺师王

俊忠介绍，通过推广优质品种、推行标准

化生产、实施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今年的

小麦品质总体好于往年。

三等小麦最低收购价每斤1.12元
我省大力推广“互联网+收购”让农民舒心卖粮

一站式服务
助麦收

本报讯（记者孙玮）6月3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0年夏粮收

购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的特殊时期，全力保障河南粮

食安全，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提前筹措

500亿元夏粮收购专项资金，等待夏粮

开仓收购，切实维护农民利益。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农发行充分发挥农业政策性金融

“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职能作用，将

夏粮资金供应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和落

实中央“六稳六保”重要抓手，把支持河

南夏粮收购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做到

工作准备早、资金准备足、支持模式活、

信贷监管严、金融服务优、组织保障强。

据介绍，今年3月初，农发行河南省

分行就已启动支持夏粮收购相关准备

工作。总行首席风险官兼河南分行党

委书记、行长李小汇和分管领导多次与

驻豫涉粮央企、大型粮食企业座谈，深

入全省多个粮食主产区现场调研，摸清

夏粮生产情况，了解客户需求，研判市

场行情。目前，该行支持的夏粮收购企

业网点已基本覆盖每个县(市、区)，以防

止出现“收购空白点”和“卖粮难”。

另外，该行在已筹措500亿元专项

资金的基础上，还将根据收购需要随时

向总行申请追加规模,全力保障政策性

收购资金供应，随需随请、随请随拨，做

到“钱等粮”，让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该行还将为夏粮收购企业开辟办

贷绿色通道，全部开通网银和批量代

付，确保银企直联系统7×24小时全天

候运行，确保收购资金供应不断档。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备足500亿元“等粮”钱

让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3日，省

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今年

以来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及排名情

况。

今年1月到5月，剔除沙尘影响，全省

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环境空气

PM10平均浓度为91微克/立方米，同比

降低29微克/立方米，下降24.2%；PM2.5

平均浓度为61微克/立方米，同比降低17

微克/立方米，下降21.8%；优、良天数比例

为64.8%，同比上升13.3个百分点。

同时，会上还发布了5月的环境空气

质量排名。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排名由好

到差：平顶山、驻马店、洛阳、周口、三门峡、

开封、濮阳、信阳、南阳、新乡、安阳、郑州、

许昌、商丘、焦作、漯河、济源示范区、鹤壁。

县（市、区）排名由好到差前20名：洛

阳洛宁县、洛阳嵩县、洛阳栾川县、洛阳

汝阳县、洛阳宜阳县、三门峡卢氏县、南

阳南召县、三门峡渑池县、洛阳孟津县、

洛阳吉利区、南阳桐柏县、三门峡灵宝

市、南阳镇平县、平顶山鲁山县、三门峡

陕州区、南阳西峡县、平顶山舞钢市、南

阳邓州市、周口扶沟县、三门峡义马市。

前5个月我省优良天数超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