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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部署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工作

农民丰收节河南主会场定在开封祥符区

睢阳区范庄村 村美民富幸福来

我省9个农垦重点扶持贫困农场
全部脱贫摘帽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6月23日，农

业农村部办公厅印发《关于2020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强调，各地要深刻认识

今年丰收节的特殊重要性，精心谋划、周

密安排，广泛发动、下沉基层，使其成为

“三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充

分展示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整体消灭

绝对贫困的制度优势、中华农耕文明传

承的无限活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光明前

景。

《通知》指出，各地应充分利用丰收

节庆效应，连接国庆节、中秋节等假日市

场，结合“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品牌强农战略、消费扶贫，深化实化节庆

内容，创新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共同打造

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培育丰收农事节庆品

牌，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活力。中国

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将适

时推选一批丰收农事节庆品牌。

《通知》要求，各地要保护丰收节俗

文化多样性，遵循现代节日的表现方式、

参与方式、体验方式，不断丰富节庆内容

和形式，吸引更多城乡居民参与塑造共

同的社会体验，构建丰收节城乡公共文

化空间；组织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

运用节日元素装点城乡主要景观以及商

超、广场等公共场所，推动节日文化融入

城乡群众生活。特别是县级党委、政府

要充分调动基层及民间力量，给予适当

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组织群众喜闻乐

见、贴近生产生活、便于广泛参与的节庆

活动。

《通知》强调，要推动丰收节工作纳

入各级党委、政府和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重要议程，与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农村

工作条例》紧密结合。建立丰收节基层

联系机制，各级领导要做表率，深入田间

地头，与农民群众共话增收、共谋发展，

推动丰收节成为农村地区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的重要时点。各地要注重发挥节日

的多重功能，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

结合文章，将丰收节组织指导工作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并积极纳入

实绩考核范畴。

据了解，根据2020年中央1号文件

精神，今年丰收节以“庆丰收、迎小康”为

主题，将组织开展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

丰收系列活动、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

民”揭晓活动、乡村发展国际研讨会、

2020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丰收节金秋

消费季等重点活动。

又讯 伴随夏粮丰收的节奏，我省农

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业已全面启动。为利

于沟通、加强协作，圆满完成全省丰收节

庆祝活动，6月23日，省农业农村厅在郑

州组织召开我省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筹备工作座谈会。今年9月22日是中

国农民丰收节，党中央、国务院确立的丰

收节主题是“庆丰收、迎小康”。我省庆

祝活动主会场定在开封市祥符区。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市场与信息化

处张景莲介绍了河南省前两届工作开展

情况；开封市农业农村局和开封市祥符区

政府共同介绍了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河南省主会场庆祝活动基本方案；省丰收

节指导委员会13家成员单位介绍了本部

门本系统今年丰收节活动安排，并就主会

场活动方案提出了意见建议。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强调，

河南省2020年丰收节庆祝活动，要吸收

和发展前两届丰收节活动成功经验，结

合当前新形势新目标，着力把握好三个

方面：一是要突出主题，切实把党中央、

国务院确立的“庆丰收、迎小康”主题突

显出来，丰收节一定要办出丰收景象，并

通过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促进

乡村振兴；二是突出广泛性，要广泛组织

和联络相关单位，积极参与、密切配合，

加强对我省丰收节庆祝活动的指导协

调；三是要扩大影响力，要广泛对接各大

宣传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加大

对丰收节活动的宣传报道。希望各成员

单位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办

好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我省丰收节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省

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委、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广电局、省体育局、

省总工会、共青团河南省委、省妇联、省

文联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处室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美丽的大沙河绕村而过，像一条晶

莹剔透的玉带，岸边幼树林蓊蓊郁郁；整

洁的农家小楼白墙红瓦，院内竹丛青翠

欲滴；平整清洁的环村路伸延至各家各

户，路旁的花坛里百花盛开……这里是

商丘市睢阳区临河店乡范庄村。

“孩子要接我去开封住，可我不愿

去。在家住多好，你看美丽的大沙河，晚

上在院里的葡萄架下乘凉，吹着凉爽的

河风，听着阵阵蛙声，这感觉真像神仙一

样。”6月22日，在自家小院门前，退休老

干部施涛高兴地说。

近年来，范庄村积极开展“美丽乡

村”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农村生产

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大为改观。

脱贫致富家家都有好日子

新落成的房屋，新筑就的小院，走进

屋内，新桌子上摆放着新彩电……这是

村民施积信的家。施积信过去是范庄村

有名的贫困户，如今在村里的帮扶下过

上了好日子。

“这房子和院墙是村里去年给我建

的，彩电和桌子是村干部给我买的。”施

积信高兴地说。

施积信的居住问题解决了，为了脱

贫方面变“输血”为“造血”，村干部帮他

买来了4只母羊，让他发展养羊，去年年

底，施积信仅卖羊就收入了3000元。

施积信是范庄村精准扶贫的成功

个例。经排查，该村共认定14户贫困

户，逐户制订帮扶方案，对症下药，让贫

困户们适合种植的发展种植业，适合养

殖的发展养殖业，适合打工的送他们去

扶贫车间打工，没有劳动能力的则兜底

脱贫。

在精准扶贫的同时，该村大力发展中

药材芍药种植，每亩地收入4000至1万

元。中药材的种植使不少农民发了家。

孝老敬亲打造文明村风

丽日高悬，凉风习习，在范庄村文化

广场上，全村48位老人围坐在桌边喜笑

颜开地吃葡萄、香蕉和水饺。

这是2019年10月27日范庄村“孝

老敬亲”活动的一个场景。范庄村“两

委”组织成立了孝老敬亲委员会，孝老敬

亲委员会一班人在村里举办各类孝老敬

亲活动。每逢村里80岁以上老人过生

日，村党支部书记施余伟都会送上蛋糕

等礼品以表祝贺。

对于孩子，村里也同样予以关心，逢

年过节，便买来书包、文具盒等发放给他

们。同时，范庄村还成立红白理事会推

行节俭办事，举行“好媳妇、好婆婆”评选

活动。在村“两委”的倡导和组织下，范

庄村变得越来越和谐。

环境整治村容村貌美如花

根据乡村振兴有关要求，范庄村“两

委”班子在去年提出了“三年大变，五年

巨变”的口号。带领大家重点做好两个

工作：废旧坑塘治理，通过治理把废旧坑

塘治理成藕塘、鱼塘。一宅化四园，通过

改造把废弃闲置的宅基地装点成游园、

花园、果园和乐园。

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中，该村

共整治路肩3公里、坑塘两个、废闲地

300余平方米。行动结束之后，村“两委”

班子成员带领大家捐款1.5万元安装了

路灯，然后在路边修建了花坛。村“两

委”班子在吉祥楼规划建设葡萄胡同景

点，捐资2000元，买来无籽紫葡萄树苗

栽植在道路两旁。

“乡村振兴是党委、政府布置的工

作，范庄的振兴是我们的目标。如今范

庄振兴已取得了可喜成绩，今后我们全

村干群继续努力，在三至五年内让范庄

变得更绿、更美、更富。”范庄村党支部书

记施余伟说。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日前，省农业

农村厅公示我省农垦重点扶持贫困农

场脱贫名单，这标志我省列入农业农村

部“十三五”重点扶持贫困农场全部实

现脱贫。

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全国农垦贫困农场脱贫认定工作指南》

通知要求，按照《河南农垦重点扶持贫困

农场脱贫认定工作方案》实施步骤，经重

点扶持贫困农场自评、县级农垦主管部

门初审、市级农垦主管部门复审、省级农

垦主管部门核实认定，我省农垦列入农

业农村部“十三五”重点扶持的贫困农

场：西华农场、上蔡县吴宋湖农场、清丰

县国营农场、通许县农场、地方国营兰考

县农场、国营正阳县农场、南阳市黄牛良

种繁育场、柘城县起台农场、卢氏县国营

农场共9个农场全部实现脱贫。

本报讯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明

确要求围绕贫困劳动力出得去、稳得

住、留得下，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

愿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帮助已外出

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力争今年外出务

工规模不降低、有提高。

通知强调，要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

外出务工，加强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信

息的归集发布，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劳

务对接，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优先留用

贫困劳动力，建立企业定期联系专人帮

扶机制，对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确实需

要裁员的企业，提前介入指导，同等条

件下不裁贫困劳动力。优先帮助转岗

就业，将就业转失业的贫困劳动力纳入

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加强就业帮

扶，及时提供职业介绍、岗位推荐等服

务。优先落实扶持政策，对企业、服务

机构以及贫困劳动力，优先落实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困难企业培训补贴、一次

性吸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就业

创业服务补助、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交通费补贴等政策，全力帮助贫困劳动

力稳在企业、稳在当地。同时，拓宽就

地就近就业渠道，充分尊重贫困劳动力

意愿，多渠道帮助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

就业创业。

通知要求，要强化考核评估，将贫

困劳动力就业情况作为年度脱贫攻坚

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东部地区今年吸

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务工总数不

少于去年，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贫困劳

动力总数不少于2019年。

（本报综合）

“刘向，下地干活还来回换衣服，麻

烦不？”老组长刘成本问。

“这是工作服，干活的衣服，干啥要

有个干啥的样子。”刘向说。

6月21日下午1点多，在永城市新

桥镇荣庄村地头，刘向把大豆种从私家

车上卸下来，然后，驾驶播种机，两个多

小时就把大豆给种上了，忙完就开着车

返回了永城新城区。

在新桥镇，像刘向这样农忙回来种

田，农闲在城务工赚钱，在城里购房的

农民达5000多户。近年来，随着农村

经济的发展，手里有钱的乡下人进城购

房，已成为新桥人一种新的追求。

“城里住高楼，开车上下班”，许多

农村人盼望的城里人生活方式，如今成

了现实。

进了城就好就业。家住蒋庄村的

老蒋告诉笔者，现在农村娶儿媳，主要

条件就是城里要有房。老蒋说，他儿子

在商丘搞装潢，为了儿子的婚事，他筹

钱在永城东城区为儿子买了一套120

平方米的商品房。儿媳娶回来，儿子在

城区又开个装潢材料门市部，实现了新

的就业。

进了城就方便了生活。刘向说：

“城里房子装修好后，就把父母从农村

接来，老人身体不太好，住城里就医也

方便。”刘向还说，与他一样有这种想法

的农民很多，城市生活便捷，有积蓄的

农民到城市购房安家，图的就是享受生

活。

进了城就为孩子教育。家住新桥

村的李先生说，孙子快两岁了，马上到

了上幼儿园的年龄，为不让孙子输在起

跑线上，李先生和儿子一合计，便在东

城区附近购买了一套学区房。李先生

说，在城里买了房，从此孩子就能和城

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了。

进了城就实现了富裕。去年，王苇

坑组有6家小夫妻进城寻求新的发展空

间，在城里繁荣地段买下门面房，经营

小吃等生意，旺季每天能赚1000多。

王书敏在城里买房是为了保值，把房子

租出去，每月都能收到一笔租金。

“新时期的农民不仅要有技术，善

打拼，更要讲文明，有道德，懂生活，农

民在城市购房，也是他们想更好地融入

现代生活的需求。”新桥镇农调员王超

民说。 （刘力王满意）

6月27日上午，商水县平店乡周王村第一书记马飞、支部书记王卫东在本村

西瓜种植基地了解特色产业发展情况。该近年来，该县在推进产业脱贫工作中，积

极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西瓜、草莓、甘蔗等“甜蜜产业”，全县形成了

“一乡一品”“一村一品”等特色产业生产格局，有效地促进了农民增收、脱贫致

富。 赵永昌摄

6月29日，在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辣椒交易市场里，10多名员工正忙着分拣辣椒

装箱外运。眼下，该乡700余亩温棚早茬辣椒喜获丰收。近年来，该乡引导农民因地制

宜改变农业种植结构，种植辣椒，成立专业合作社，形成了辣椒规模种植基地，吸引了广

东、南京等地的菜商前来收购。 陈臣 杨艳摄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学习推广浙江学习推广浙江““千村示范千村示范、、万村整治万村整治””经验经验

三部门

多举措帮助贫困劳动力就业

永城农民

城里购房住 开车去种地

商丘

无公害辣椒抢“鲜”上市
□通讯员侯博本报记者李燕

6月26日，鲁山县

熊背乡大年沟村村民在

采摘血桃。大年沟村位

于深山区，麻骨石土上

长出的血桃富含多种微

量元素，口感好，深受消

费者欢迎，“大年沟血

桃”也成为当地的知名

品牌，荣获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目前，

大年沟村已种植血桃

3800余亩，每公斤售价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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