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郑鹤
凌）“对我的处分和用我的案例开展以

案促改，我完全接受，这是对我不规范

履职行为一次极大的教育，也是一次触

及思想灵魂的警醒……”7月28日，在

叶县盐都街道办事处问村文化广场召

开的“以案促改进乡村”警示教育现场

会上，问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原村主任

王红杰作悔过表态。

“天边不如身边、道理不如故事。”

为了做实做细以案促改工作，大力整治

基层“微腐败”，叶县纪委监委积极倡导

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创新工作思路，将警示教育向基层延

伸，特别是多形式开展与群众生活息息

相关的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方面的典

型案件警示教育，“零距离”传递警示震

慑。此次“以案促改进乡村”，把警示教

育大会开到群众“家门口”，就是一次很

好的尝试。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

警示教育的重点。我们会积极发挥廉

情监督作用，一方面提高基层党员干部

党纪法规意识，一方面进一步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切切实实让老百姓感受到从

严治党的氛围。”叶县纪委常委、县纪委

书记、县监委主任宋宏洲表示，下一步，

将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警示教育，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着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干事氛围。

叶县

把警示教育大会开到“家门口”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中
坡张栋察）为弘扬中华民族爱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打造淳朴文明的良好乡风，

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8月4日，方

城县二郎庙镇后林村组织该村的100余

名70岁以上的老人同赴饺子宴。

当天上午，后林村党群服务中心热

闹非凡，30多名村民主动当起志愿者，

送来瓜果、蔬菜、厨具、食材等，他们中

有的揉面、有的切菜、有的调馅，忙个不

停。

上午10时许，伴随着《义勇军进行

曲》，后林村党员、巾帼、爱心3支志愿服

务队正式成立，将通过组织公益活动，

找准服务项目，创新服务方式，从小事

做起，从身边做起，用实际行动影响周

围人，当好服务村民的先锋模范，把志

愿服务变成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密切党

群干群关系的有效载体。

后林村党支部书记黄书远表示，要

围绕孝心示范村创建的目标，在全体村

民中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弘扬中华民族孝老爱亲的传统美

德，让孝道入人心、入家庭、入社会，引导

广大村民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和

行为习惯，以孝聚合力、保稳定、促发展，

把后林村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让村民

们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方城县二郎庙镇

一碗饺子情 浓浓敬老心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吕腾
飞 张伟）今年上半年，漯河经济技术开

发区在扶贫领域信访治理工作中坚持

工作前移，以围绕群众为中心查摆问

题、以教育引导为重心化解问题、以治

理基层为核心预防问题，在省、市两级

各类信访问题受理平台中实现扶贫领

域“零”信访。

据悉，该区将“上访”变为主动“下

访”，成立由纪检、巡察、扶贫等部门组

成的7支走访专班，覆盖34户99名贫

困人口、62户独居老人。结合扶贫办

“查短板、补弱项、促提升”活动，扶贫领

域巡察工作问题反馈，印发《扶贫领域

督查方案》，明细督查清单17类。

在此基础上，区里建立例会研判制

度，按照一日一汇总、一周一调度，以优

先处置、限时查办、盯紧督办的方式及

时回应群众关切。截至目前累计走访

排查问题187个，提出整改意见112条，

均已整改完成。

与此同时，区纪工委组织35名村党

支部书记集中观看《斩断伸向群众利益

的黑手》《以案促改护航脱贫攻坚》警示

教育片，选取在扶贫领域虚报冒领、优亲

厚友等典型案例，组织乡镇、包村干部、

村干部开展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强化对

基层微小权力规范运行的监督检查，坚

持问题查处必通报、结案必警示，持续释

放扶贫问题“不手软”的高压势态。

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

精准“三心”实现扶贫领域“零”信访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
凌孙红磊）“前几年，俺得了脑瘤动了

大手术，不能外出打工挣钱。镇政府

给俺提供了卫生保洁公益岗位。让俺

有活干有工资挣。”8月3日，沈丘县周

营镇谢营村贫困户谢文虎说。

近年来，该镇本着“按需设岗、以

岗定员、总量控制、属地管理”的原则，

采取镇、村两级设立公益性岗位的方

式，对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兜底安置，为贫困户提供了保洁员、护

林员、光伏发电管理员等公益性岗位。

“通过设立公益性岗位，充分调动

了贫困群众就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帮

助他们树立脱贫的信心。”该镇党委书

记马涛介绍说，公益性岗位推进了扶

贫工作的开展，形成以岗位促就业、以

就业促增收、以增收促脱贫的良性发

展链条。

本报讯（通讯员刘象乾 记者冯刘
克）8月4日，新郑市在炎黄文化艺术中

心组织召开建材行业产销对接会，来自

辖区内的78家建材企业参加了展销。

经过对接，促成签约项目16项，签约金

额4.7亿元。

本次活动新郑市按照“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减少环节、降低成

本、互利共赢”的原则，由新郑市科学技

术和工业信息化局主办，新郑市住建局

协办，通过政府搭建供需平台，让供需

双方就近就便销售和采购，推动企业间

相互合作、实现共赢，实现产品流通、企

业增收最大化。

此次活动分为现场线上、线下推介

和产销对接签约三个环节，参展企业在

展台设置互动区域和展示区域推介产

品。线上以现场直播推介的方式推介

产品，线下由企业工作人员详细向需求

方讲解产品功能。

据了解，建材行业是新郑市传统基

础行业，近年来，该市建材工业快速发

展，形成了以水泥及水泥制品、PVC建

材、建筑陶瓷及卫生洁具等为主的建材

工业体系。截至目前，新郑市共有规模

以上建材企业79家。

新郑市

召开建材行业产销对接会

荥阳市

文化惠民“上档次”万张影票送市民

本报讯（通讯员任学军蒋士勋 记

者冯刘克）8月4日，荥阳市“万张影票赠

市民、千场影片进乡村”暨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百场电影进万家”活动在荥阳

隆盛时代大世界影厅启动。

该项活动是2020年荥阳市宣传思

想文化系统“十大工程”重点工作项目

之一，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六进”活

动之一。活动共包含三项内容：向社区

群众免费发放电影票开展社区群众免

费观影活动；面向全市工会会员开展

“一元观影”，满足广大干部职工文化需

求；开展农村公益电影放映活动，让电

影走进乡村。

“为切实做好此次活动，我们影视

家协会精挑细选了一批以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讴歌时代精神、深受群

众欢迎的主旋律、正能量经典影片。”荥

阳市电影电视家协会主席张雷说，在做

好影片放映的同时，影城严格按照要求

做好观影群众入场体温监测、扫码登记

等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广大群众安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公益电影进农

村和集中观影等系列活动，吸引更多市

民群众走进电影院，拉近邻里间的距

离，提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营造社区

文化氛围，从而让更多市民群众知晓、

支持、参与文明城市创建，让社区与居

民共建、共治、共享文明城市的黏度不

断“升温”。

南石庄村，隶属许昌市建安区将官

池镇，紧邻107国道，村南边有一条河，

过了这条河，就是漯河市的临颍县石桥

镇。8月2日，在该村脱贫户刘翠平家

里，刘翠平的丈夫朱全民一边忙着收拾

家务，一边准备做午饭，刘翠平蹲在堂屋

的走廊下，看到有人到家里来，脸上也毫

无任何表情。

“唉，你看，翠平现在连个饭也做不

成，我也不敢出去干活，我一出去，她连

口饭都吃不上。”朱全民看着刘翠平说，

好在村北头有个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公司有什么活儿会给他打电话，活

儿也不重；另外平时有空可以去公司院

内除草、修剪路边的绿化树，基本上去一

天，就能收入100元。

朱全民说，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是本村人王利明办的，因为离家近，

村里贫困户只要有劳动能力的，都愿意

到这个公司打工。

“公司除了贫困户，用工基本都是咱

们周边村上的。在净化车间工作的訾军

是梨园村村民，那边包装车间的几个是

谷徐王村的……”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利明告诉记者，公司是

2013年3月成立的，占地300亩。专门

从事粮食种植和加工、花果茶分装、五谷

杂粮和干果分装、代餐粉生产销售及出

口等业务。同时，还合作有多个农业

原料种植基地，目前已经形成了集种

植、生产、研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

整产业链。

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日产量

可达到10吨，在国内处于行业领先水

平，在近百平方米的10万级净化车间，

有微波低温灭菌烘焙设备，谷物全自动

化生产线，只用訾军一个人就能完成操

作。“生产线都是全自动的设备，用工量

不大，但只要是乡亲们来、特别是村里的

贫困户，不管是车间还是仓库，哪怕是扫

地，也会给他找一个岗位。”王利明说。

南石庄村党支部书记白世勇介绍，

优加粮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是将官池镇

南石庄村乃至整个建安区优秀的带贫企

业，区委主要领导多次到该企业观摩指

导，优加粮农公司为将官池镇南石庄村

脱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作出巨大贡

献。南石庄村共有贫困人口9人，公司

帮扶脱贫6人，还有3人没有劳动能力，

公司采取兜底扶贫，每人每年3600元直

接发放到贫困户手里。

为解决村里60岁以上老人和贫困

户的“头”等大事，优加粮农公司专门和

许昌市区一理发店签订了协议，每周二

把理发师请到村里来，为他们免费理

发。每到星期二，南石庄村村室门口就

会排起长长的队伍。

贫困户在公司务工，60岁以上老人

每年免费体检，特困户定期资助，困难户

过节慰问，村里孩子考上大学发放奖学

金……用王利明的话说：“企业做得再

大，也不能忘本、不能忘了乡亲!”

8月2日，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北马辛庄村安阳青然种养专业合作社社员韩家家正在采摘“大红袍”花椒。都里镇依托独具特色的

山地气候条件，积极引导当地贫困户开展花椒、谷子等特色种植。目前该镇种植大红袍花椒9000亩，花椒年产量360吨。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毕兴世摄

综合新闻 2 2020年8月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躬亿 电话∶0371-65795713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黎川红 农村版

““邮储杯邮储杯””河南省巧媳妇脱贫带富故事河南省巧媳妇脱贫带富故事
主办单位：中共河南省委网信办 / 河南省妇女联合会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支持单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南省分行

邮储银行咨询电话：0371-69199256

菊花坡上“领头羊”
——记嵩县钊鑫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静晓

□本报记者张舒娜
通讯员王玉洁实习生王亚萌文/图

青山叠翠的伏牛山下，秀丽宜人的伊

水河畔，坐落着嵩县钊鑫养殖专业合作

社。与山中的清幽静谧不同，合作社内总

是一派热闹蓬勃的景象。“今日事要今日

毕，今个儿一定把仓库给整理出来。”眼前

的合作社理事长陈静晓爽快、利落。

提起陈静晓，她可是嵩县何村乡箭洼

村的“明星人物”，曾被农业农村部、河南

省妇女联合会等部门分别授予“农村实用

人才带头人”“河南省出彩巧媳妇”“河南

省三八红旗手”等诸多荣誉称号，令十里

八乡的百姓敬佩不已！

养殖路上一波三折

陈静晓出身农家，从小就帮家里养牛

放羊，那时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能养好

多牛羊，让家人都过上好日子。长大之

后，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决心在家乡

这片土地上大展身手。

说干就干，2009年，陈静晓与朋友合

伙开了奶牛养殖场。谁知养殖并不像她

想象的那么简单，因缺乏养殖技术和经

验，她的奶牛场以失败而告终。2013年，

羊价上涨，陈静晓敏锐嗅到商机。在总结

了奶牛场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多方的调研

和学习后，陈静晓决心再搏一把建设养羊

场。可是天又不遂人愿，养羊场的发展之

路仍是坎坷崎岖。2014年上半年，羊价

冲高回落，市场行情急转直下，陈静晓一

下子损失了20多万元，再加上之前投资

建场的钱，家中负债累累。

“养奶牛失败了，养羊又失败了，村里

的人都议论我‘静晓干啥啥不中’，家里人

也不支持我继续养下去。”那时的陈静晓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少偷着抹眼泪。可

是一想到“试一试也许还有希望，不试就

啥也没有了”，她决心咬牙坚持。请不起

工人，她撸起袖子自己干，发动家中的父

母、兄弟姐妹帮忙；为了观察羊的情况，她

将家“搬进”了羊场，与羊“同吃同睡”；羊

出现问题了，她四处找人求教，上网搜索

相关信息，一步步摸索养羊技术……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这样，敢于迎难

而上的陈静晓，终于迎来了市场回暖，养

羊场的利润实现了连年增长，年出栏量达

5000只，陈静晓带领养羊场一路前行。

菊花坡上“菊花羊”

“守着农村这片土地，我们就要充分

利用当地资源，因地制宜谋发展。”聪慧的

陈静晓说道。

合作社所在的箭洼村，在伏牛山腹

地，一到秋天，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野菊

花，这野菊花灿烂着陈静晓干大事的希

望。野菊花，人吃了能够清热解毒、消炎

杀菌，给羊吃说不定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与价值。于是，她把野菊花和几味中草药

按比例拌入羊的饲草中。结果，羊吃后不

仅抗病能力变强了，长得也很肥硕。后

来，她又不断实践，按季节再搭配时令瓜

果蔬菜一同喂羊，使羊肉的味道变得更加

独特，营养更加丰富，一推向市场便受到

消费者青睐。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陈

静晓还注册了“古山岭”“菊花羊”“古山飞

羊”三个商标，打造专属品牌，推动养羊场

朝着高质量品牌化的方向发展。

如何处理羊粪一直以来是陈静晓心

中的难题。羊粪若不能及时处理，不仅对

羊的健康产生影响，还会对空气、水源、土

壤环境造成污染。想到近年来农村土地

板结严重的情况，陈静晓觉得可以将羊粪

变废为宝，制成有机肥，既解决羊粪处理

问题，又有益于生态环保。在经过一番考

察后，陈静晓开始学习相关技术，发展有

机肥产业。起初，买不起专业设备，她就

用挖掘机、装载机将物料翻转之后，让人

用筛子筛好一袋一袋装起来，运往各地。

随着有机肥产业逐步步入正轨，陈静晓不

仅购买了专业设备，还邀请了专业技术人

员进行产品设计，提高销量。

除了发展养殖业和有机肥加工业，面

对村里肥沃的土地和良好的自然优势，陈静

晓还专门流转了200亩土地，用于种植皂角

经济林，为合作社开拓了新的收入来源。

追梦担责的“领头羊”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陈静晓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

人，她说，是党和政府的帮助以及各级妇

联对农村创业女性的支持和关注，才使她

有所作为。她始终怀揣感恩之心，用实际

行动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帮助更多的乡邻脱贫致富，

2017年，陈静晓开始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脱贫带富模式，吸纳农户加

入合作社，并与他们签订“入股分红、保底

分红”的合同，让他们不用承担任何风险，

每年就可享受分红。合作社成立后，陈静

晓还全力为乡民提供幼羊、技术和培训，

帮助他们解决养殖难题。截至今年上半

年，合作社已带动80家养殖户，辐射带动

附近300多户参与养殖，还吸引了很多有

意愿做养殖业的农户前来观摩学习。

合作社用工全部是附近村里建档立

卡贫困户，大多是居家的农村妇女。工人

们在养羊场可是“享福”得很，吃热乎乎的

饭菜，住配置空调的宿舍，每个月还有

2000多元的收入。

箭洼村里有一对双胞胎，父母双亡，

陈静晓做起了他们的监护人，给他们无微

不至的照料；在养羊场内干活的单身李老

汉，申请农村低保待遇，按照规定需要找

一个监护人签字，在兄弟姐妹都有所顾忌

的情况下，陈静晓没有犹豫签了字。

不久前，在县里召开的嵩县乡土人才

座谈会上，陈静晓特别表态，她将在今后

的发展中，创新服务，担负使命，在把合作社

打造成“菊花羊”大型示范养殖基地的同时，

继续发挥她这个“菊花坡上的‘领头羊’”的

作用，引导、带动更多的百姓脱贫致富，为

实现当地百姓安居乐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利明“企业做得再大，也不能忘了乡亲!”
□本报记者宋广军

沈丘县周营镇
贫困户变身“工薪族”

陈静晓理事长在养羊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