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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杜福建

高挑个儿，身着志愿服，为群众卖茶

叶、卖鹅，忙得不可开交……近日，记者

来到桐柏县采访，当一位“志愿者”出现

在桐柏县吴城镇陈留店村时，在场的群

众告诉记者：“这位‘志愿者’就是我们村

的党支部书记邓克峰。”

“克峰爱穿志愿服，长年走村串户为

民奔波，‘白妮儿’晒成了‘黑妮儿’，但村

里的年轻人都称她是‘最美书记’。她身

上那股拼劲儿让人佩服！”吴城镇党委书

记张长鸽称赞道。

这位“最美书记”上任仅两年时间，

究竟有何“魅力”获此赞誉？

“穿上志愿服，村民一眼便
能看到我”

“穿上志愿服装非常显眼，往那儿一

站，村民一眼便能看到我，多好啊！”邓克

峰笑着说。

身着这身志愿服，可给邓克峰平添

了不少“麻烦”：无论是在村里还是村外，

无论是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只要有需要

帮助的事，都会有人找她帮忙。

邓克峰的手机总是24小时开机，只

要村民有需要，她都会立即赶到。

2018年8月的一个夜晚，一场暴雨

袭来，因担心梁庄组一户军烈属家里的

房屋会倒塌，邓克峰立即穿上雨衣、带上

手电筒，匆匆忙忙走出家门。走着走着，

慌不择路的她摔了一跤，脚上的凉鞋也

摔坏了，鞋底、鞋面分了“家”。邓克峰只

好用手拎着凉鞋，赤脚往返走了4公里，

脚底磨出了很多血泡……

去年春节期间，村民打电话告诉邓

克峰，小沟组山上着火了。紧急时刻，她

一边给村委委员王崇霞打电话，让其组织

村民上山灭火，一边自己开车赶往着火地

点。浓烟烈火中，她带领大家奋力扑火，

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这时，浑身脏兮兮

的她才发现手上已经磨出了水泡。

2019年1月11日晚，河坎组村民邓

爽打电话给邓克峰，说她的婆婆不小心

掉进了井里。邓克峰立即赶到邓爽家

中，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携手救出了老

人。今年疫情期间，村民理发成了难题，

3月7日，邓克峰在韩庄组走访时，看到

残疾村民韩明伟的头发很长也很脏，她

就找来理发工具，为韩明伟洗了几遍头

发，替他理了发。仅3月7日、8日两天，

邓克峰就为30多位村民理发。

“志愿者”“理发师”“音箱妹”，当村

民们把邓克峰为民服务的事迹口口相传

时，“最美书记”成了村里人对邓克峰的

常用称呼。

“只要敢想敢干，咱这儿就
会寸土寸金”

陈留店村地处浅山丘陵区，土地并

不肥沃，村民致富门路有限。让乡亲们

尽快过上好日子，是邓克峰最大的心

愿。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邓克峰决定

引导村民种植茶叶和发展苗木花卉产

业。邓克峰通过调研，觉得大规模发展

茶叶经济前景广阔，于是她便逐组逐户

去做工作。针对村民种茶担忧缺资金、

缺技术、缺人手、缺销路等问题，邓克峰

采取组织村民代表外出考察、免费培训

技术、承诺保护价收购、树立典型引路等

措施，一一消除了村民的顾虑。

邓克峰鼓励村里的党员干部勇当茶

产业发展的“侦察兵”“领路人”。老党员

王业奎，有种茶技术和经验，但迈不开大

步，种茶面积不足4亩。邓克峰就多次登

门拜访，一方面向他请教种茶技术，一方

面动员他扩大种茶面积，还免费给他家赠

送茶籽，激励他引领全村发展茶叶经济。

在她的动员下，王业奎不负众望，一马当

先，把茶园种植面积扩大到70余亩。

一花引得百花开，家家户户种茶

忙。目前，全村种茶户60余户，茶园面积

由两年前的20多亩，迅速扩展到近千亩，

其中进入采摘期的连片茶园200余亩、分

散茶园面积300余亩，连片新植茶苗400

余亩，种茶亩均收入3000元以上。

除了种茶，邓克峰还把目光瞄向了

村南部的大片“贫瘠”土地。在这片土地

上，一些村民靠种植苗木花卉致了富。

邓克峰从中嗅出了无限商机，决定把村

南打造成为陈留店村的“大花园”。她积

极动员村民为种植大户流转土地，协调

相关事宜，使花卉苗木种植面积由原来

的不足40亩扩展到目前的400余亩，并

计划再连片发展600亩左右，把千亩园

林的设想变为现实，仅此一项将有8个

村民小组200余户农民从中获益。

“有益群众的事，我就一定
要干成”

“这儿，很快就会变成村党群服务中

心！”邓克峰指着村文化广场后面的一片

空地告诉记者。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以来，邓克峰四

处奔走，相继申报了乡村道路、文化广

场、党群服务中心等6个项目，目前，除

了党群服务中心，其他5个项目已全部

建成投入使用，村容村貌正在发生着日

新月异的变化。

“明知前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

前。”邓克峰说，不管多难办的事情，尤其

是那些打基础、管长远、大有益于群众的

事，我就想尽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干成。

（下转第二版）

穿着志愿服的“最美书记”
——记桐柏县吴城镇陈留店村党支部书记邓克峰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共

产党员一定要发挥好先锋

模范作用。乡村是脱贫攻

坚的主战场，乡村基层的共

产党员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我是共产党员！”每个

党员时时刻刻都不能忘

记！从今天开始，本报推出

系列报道，讲述乡村基层共

产党员在脱贫攻坚中的故

事，展示他们勇于奉献、积

极进取，带领群众摆脱贫困

奔小康的风采。

编者按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王化远张群生

6月16日上午，正阳县民政局拥进一

群抱着写有“真心帮扶，真情关爱”“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饮水思源，感恩奋进”

等字样匾牌和锦旗的人，他们是永兴镇永

兴村12名贫困户、村组干部、党员代表，当

天冒着大雨来看望10天前刚刚离任的驻

村扶贫专员、县民政局干部高文伟。

今年50岁的高文伟，2017年5月主

动请缨到永兴镇永兴村驻村帮扶，担任驻

村扶贫专员。3年来，他驻村驻心，把自己

当作村里人，把村里事当作家里事，俯下

身，沉下心，走村串户和群众打成一片。

72岁的老党员周道新2016年8月查

出患上肺癌，化疗、放疗花去几万元医疗

费。高文伟驻村后，及时帮他办理了大病

救助、临时救助，并在精神上开导他，鼓励

他树立信心，战胜病魔。周道新的心情一

天天好起来。“高文伟对俺村里人真是好

得没话说。”周道新说。

“高文伟经常吃白水煮面条或方便面，

加班到深夜，俺看了真心疼，有时偷着给他

买点零食，他还不要。”村干部周志远说。

“高文伟来俺村时是‘白面书生’，现

在是‘黑脸大汉’，这我都看在眼里。他自

己不舍得吃，也没时间做，但对贫困户可

大方了。”脱贫户王留成说。

驻村3年时间，高文伟几乎没往家里

拿过钱，永兴村谁家有困难，他总是带着

钱物去看望，为贫困户捐了多少钱物连他

自己也说不清。

“为了俺早日脱贫，高文伟帮俺协调

无息贷款买鱼苗、栽果树，还帮俺请技术

员指导，但从未喝过俺一口水。”说到这

里，脱贫户周思锋很激动。

在送别大家回去的路上，高文伟红着

眼圈对大家说：“永兴村的父老乡亲永远

都是我的家人。”

“文伟，咱永兴村的人都盼望你多回家

看看。”老党员王志新拉着高文伟的手说。

大雨天，民政局来了一群送匾人

“

本报讯（记者李政）对外讲好中原

文化、河南故事，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永远是一项重要而迫切

的时代课题。6月18日，在省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中华源· 河南故事”中外文系

列丛书新闻发布会上，本套丛书中首批

10个分卷《中医》《汉字》《农业》《古都》

《少林功夫》《太极拳》《“人工天河”红旗

渠》《焦裕禄》《丝绸之路》《手工艺》正式

对外发布。

据了解，本套丛书由省委外办总策

划，汇聚了10个地市、18所高校300余

位中外文专家的团队力量。丛书初步

规划有汉字、古都、中医、豫剧、少林功

夫、太极拳、老子、庄子、焦裕禄、红旗渠、

大别山、航空城、黄河文化、河洛文化、

脱贫攻坚、空中丝绸之路等近30个选

题，力求向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立体、全

面的河南。

省委外办主任付静表示，本套丛书

是我省迄今唯一以河南文化元素为主

题的中英文双语套书，也是对外传播中

华文化、提升河南形象的重要载体，中

国外文局将其列为“中国思想文化术语

多语种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重要项目

成果。出版发行后，省委外办将利用外

交外事渠道向全球推广，并适时在欧洲

举办发布式，力图以本套丛书为载体，

将更多优秀的河南文化元素展现给世

界，进一步提升我省海外影响力。后续

其他分卷正在编译中，将于今明两年陆

续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栗宏军）

6月17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联合民政部办公

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公布96

家第一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名单，我省

有3个基地入选。

据悉，首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分为

两类。第一类是“以县为单位的国家森

林康养基地”，全国共17处，我省鄢陵县

入选。第二类是“以经营主体为单位的

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全国共79处，我省

竹林长寿山森林康养基地、龙峪湾国家

森林公园入选。森林康养是以森林生态

环境为基础，以促进大众健康为目的，利

用森林生态资源、景观资源、食药资源和

文化资源，并与医学、养生学有机融合，

开展保健养生、康复疗养、健康养老的服

务活动。此次评选的首批国家森林康养

基地按照“环境优良、服务优质、管理完

善、特色鲜明、效益明显”的要求，旨在推

进森林康养产业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健康生活的需要。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6月18日，省

统计局发布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5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持续稳步回升，全省经济运行延续了

恢复改善的态势，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868.28亿元，增速实现由负转正。

工业生产继续回升，高技术制造业

和装备制造业较快增长。5月份，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7%，比4月

份提高0.1个百分点。从产品产量看，

医疗防护用品保持高速增长，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的医用口罩、发酵酒精产量分

别增长9.2倍、2.7倍；新产品快速增长，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增长

43.6%，智能手机产量增长13.2%。

市场销售持续回暖，多数商品零售

额实现增长。5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1868.28亿元，增速实现由负

转正，增长2.1%，比4月份提高5.0个百

分点；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

额569.85亿元，增长12.1%，比4月份提

高5.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单位按经营

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525.30亿元，增长12.1%；乡村消费品零

售额44.55亿元，增长12.1%。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5月份，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涨幅

比4月份回落1.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

上涨2.1%，农村上涨2.8%。分类别看，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8.4%，衣着下降

1.5%，居住下降0.5%，生活用品及服务

下降0.2%，交通和通信下降6.0%，教育

文化和娱乐上涨0.6%，医疗保健上涨

3.4%。

“总的来看，5月份全省经济运行延

续复苏态势。”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耿鑫）

6月18日，记者从漯河海关获悉，自2019

年6月20日漯河海关开关运行至今，全

市新增进出口备案企业112家，总数达

727家。在这期间，郑州海关与漯河市

政府签订以“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为

主要内容的《合作备忘录》落地实施。

据悉，漯河海关建关以来，始终坚

持把“政治建关”作为立关之本，扎实推

进“五关”建设，严格落实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严厉打击洋垃圾入境、象牙等

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等犯罪活动，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好脱贫攻坚、防疫情

稳外贸等各项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漯河海关

围绕“防疫情稳外贸”决策部署，坚决落

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第一时间制定

《稳外贸促增长九项措施》支持外贸企

业，联系邮局海关保障西班牙援助漯河

市医疗物资快速通关，指导本市企业安

全合规出口医疗物资。1月~5月份，漯

河市共出口医疗物资300吨，价值800

万美元。

“作为全省两家‘智能审单’先行试

点单位之一，漯河海关利用原产地签证

大数据、原产地证书系统自动审核，实现

‘秒通关’。”漯河海关关长孙映说，开展

的“两步申报”和“两段准入”，极大地降

低了企业通关时间，节约了通关成本，实

现了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的目标。

统计显示，今年5月份以来，漯河海

关通过“智能审单”系统签发原产地证

书达100份。前5个月，为全市外贸出

口企业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353份，签

证金额8457.3万元，可为企业减免关税

约423万元。

“去年至今，指导16家食品农产品

企业取得出口备案资格，全市进出口食

品总额达5.48亿元。”孙映表示，将围绕

漯河“中国食品名城”建设，全力保障

“优进优出”，努力担当作为，开拓漯河

对外开放平台建设新局面。

向世界呈现立体的河南
“中华源·河南故事”中外文系列丛书发布

我省三地入选
首批国家森林康养基地

5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增速由负转正

漯河市新增进出口企业112家

”

6月 18日，在温县太

行路街面党建综合体，商

户党员在图书室借阅图

书。近日，温县组织部门

先后在城区成立4个街面

党支部，将800余名长期

在街面务工、经商的流动

党员组织关系纳入管理，

并推出教育培训、法律咨

询、创业就业指导等多项

服务。 徐宏星摄

流动党员
有了“新家”

温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级别视频会议于18日在北京成功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发表书面致

辞。

习近平指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各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一些国家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为应对

疫情，各国立足自身国情，采取有力防控措

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国家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正努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

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愿努力为全球尽

早战胜疫情、促进世界经济恢复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坚

持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合作伙伴一道，把“一

带一路”打造成团结应对挑战的合作之路、维

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健康之路、促进经济社会

恢复的复苏之路、释放发展潜力的增长之

路。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级别视频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