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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雨过暂晴，新乡县大召营镇

大召村的文化广场被冲刷一新，村民们三

三两两结伴前往广场散步。

“这个广场，就是盘活村内宅基地建

起来的。这次进行改革，不仅厘清了宅基

地的家底，还为村里增收了23万元。”提

起村内的宅基地改革，村党支部书记姜磊

深有感触地说。

大召营村共有900多户，其中228户

存在宅基地问题，有的是一户一宅超面

积，有的是一户多宅。姜磊告诉记者，借

助新乡市农村五项重点改革的政策，问题

迎刃而解，村里对于一户一宅超面积的，

以315平方米为标准，超出此面积向集体

缴纳使用费。

利用五项重点改革带来的红利，大召

营村充分挖掘长安画派大师王金岭绘画

艺术，以150户超标准建房村民腾退的45

亩宅基地为资本，与天福集团合作，把腾

退闲置的宅基地与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实

施“画家民宿村”建设项目，打造特色文旅

小镇和葫芦小镇。

大召营村通往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

越快，得益于新乡县以深化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改

革、土地综合利用改革以及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的农村五项重点改革。

时间再向前推一个多月，新乡市农

村五项重点改革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现场

会就在新乡县召开，新乡县作为典型代

表进行发言，分享了农村五项重点改革

中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生

等一系列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先进

经验。

地从哪里来

手中有粮，心就不慌。脚踏实地，喜

气洋洋。对于农民，土地就是他们“手中

的粮”，只有解决了土地问题才能赋予农

民更多财产权利。

“我们县朗公庙镇大泉、小河等6个

村的群众，利用承包地紧邻河南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优势，自觉找

上门来，把2000亩土地统一流转给心连

心公司，建设心连心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实现了‘群众、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

新乡县委书记申乐民说，全县通过加快土

地流转带动，群众主体参与意识明显增

强。

依据“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新

乡县引导农户委托合作社通过公开招投

标统一将土地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和有实力的承包大户，改变过去分散外

包、各自为战的局面，解决了流转行为不

规范、缺乏监管、农户利益得不到保障的

问题，实现了集体、农户双增收，促进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做精做优。目前全县农村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面积20.74万亩，占耕

地面积的61%，7个乡镇中3个乡镇流转

面积超80%，178个村中52个村实现整

村流转。

人往哪里去

人随工作走，工作重点在哪里，人就

往哪去。新乡县依托“五好”乡镇党委、

“五星”支部创建，通过“五个一批”，共优

“育、选、召、请、派”69名村党组织书记充

当改革一线带头人。

“干部走在前，万事不再难，当干部就

要敢啃‘硬骨头’。”新乡县小冀镇聂庄村

党支部书记王全永说，为增加村集体收

入，村“两委”通过清查整理边角地、废弃

地，新增65亩集体土地，通过盘活村内两

处闲置厂房，吸引外来6家企业入住，集

体收入快速增长。

新乡县委分两批选派80名县直机关

优秀年轻干部深入到各村、各企业，指导

基层五项改革、乡村振兴。优化调整驻村

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全面小康。

通过推行村民代表提案制，新乡县吸

纳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农村五项重点

改革。今年以来共收集村民代表关于农

村五项重点改革的相关提案1602条，为

群众办好事实事722件，化解各类基层矛

盾196件。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在规

范小微权力方面，广泛接受群众监督，畅

通改革推进的渠道，激发群众参与改革的

积极性，确保群众始终成为改革的最大受

益者。

深化提升“访民情、解民忧”标准县创

建，让公检法司信力量整体下沉，走千家、

进万户，大量问题隐患发现在萌芽状态、

有效化解在基层，全县公众安全感和对执

法机关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在全县组织集体婚礼，提倡从简办理

白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面开展孝道文化大餐、“好公婆好媳妇”、

最美志愿者评选等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

使道德这个内心的法律成为城乡居民的

最强坚守。

钱从哪里生

资金短缺是困扰基层实现乡村振兴

的一大难题。新乡县通过规范集体经济

合同，盘活农村集体土地，增强农业科技

创新能力等措施集纳资金“活水”，为乡村

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该县开展规范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专

项行动，对农村集体经济合同中存在的

“长期或无期限、价格偏低、强行霸占集体

资产资源”等7类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

治。目前完成152个村，占比85.4%，规

范合同2341份，经重新测量增加村集体

土地448.44亩，增加村集体收入1009.31

万元。其中，大召营镇张唐马村由零收入

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6万元，小冀镇聂庄

村由清理前的每年66万元增加到现在的

每年179万元。

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承包地

“三权分置”改革，激活闲置资源，集体

收入显著增加。全县无集体经济收入

的空壳村全部清零，超5万元的村169

个，占比95%，超50万元的村71个，占

比40%。结合土地利用综合改革、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和集体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2019年以来收储土地2000余

亩，出让各类土地19宗，完成出让收入

8.1亿元。加大低效利用和闲置地处置

力度，完成空闲土地整改 2484.66 亩。

实施残次林补充耕地项目，新增耕地

4057亩。

该县合河乡西河村将原村委会大院

拍卖，盘活资金30多万元，对村南口闲

置建设用地和两处空闲宅基地整理后，村

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和资金入股建设村

商超广场和文化产业园，每年收入不低于

50万元。古固寨镇古北街村将闲置的

247亩国有建设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盘

活，由正商集团建设一期121亩的商住开

发项目，可一次性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600多万元，为县乡增加财税收入8000

多万元。

地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生

新乡县：“农村五项重点改革”解发展“疙瘩”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贺洪强 马啸）7月25日，原阳县人社局

携手爱心企业郑州同发牧业有限公司

来到官厂镇黄毛厂村开展帮扶捐赠活

动。

此次帮扶捐赠活动由官厂镇黄毛

厂村驻村第一书记李牵龙积极协调，通

过新乡市残疾人创业园联系爱心企业

为黄毛厂村贫困群众捐赠养殖物资。

活动现场，郑州同发牧业有限公司向黄

毛厂村捐赠了价值1.5万元的核心饲

料，用于贫困户和产业扶贫基地养殖使

用，并将为其提供后期养殖方面的技术

支持和发展方向规划，帮助贫困户和产

业扶贫基地发展壮大养殖规模，使贫困

群众早日脱贫致富。

帮助群众发展种植、养殖，是李牵

龙驻村以来一直在干的事。贫困户朱

国林家有4个孩子，妻子患有精神疾

病，加上父母年迈，他不能外出打工，

没有固定收入。为帮助其摆脱贫困，

李牵龙多方考察，建议朱国林在自己

地里搞果树种植，并带着他到周边村的

种植能手那里学习。朱国林从开始的

犹豫和怀疑，变成了后来的主动学习技

术、大胆尝试。现在，朱国林的果树种

植面积已经达到10亩，品种也丰富多

样，一家也在2017年年底脱了贫。“疫

情期间桃和养的鸡都卖不出去，都是

李书记给俺代言帮俺卖，发朋友圈发

动身边人购买，最后全都卖光了！”朱

国林夸赞道。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陈红云
张舵）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辉县市县乡

村三级干部坚持以产业为支撑，以收入

为保障，以稳定脱贫不返贫为目标，在脱

真贫真脱贫上狠下功夫，通过“四个结

合”巩固脱贫成效。截至2019年年底，

实现66个贫困村退出、23449人稳定脱

贫。剩余13个贫困村、2434户、4606名

贫困人口未脱贫。

将脱贫攻坚与全域旅游结合起来，

突出旅游扶贫，拉长产业增收链条。辉

县拥有A级景区7家，国家和省级传统村

落18家，省级旅游特色村20个，近年来，

辉县市创建“景区+企业+农户（贫困户）”

的模式带动景区周边群众就业创业，构

建绿色可持续脱贫致富之路。目前全市

发展采摘园、农庄、合作社等涉旅经营主

体162家，农家院近千家，直接吸纳贫困

群众就业2000余人，700多户贫困群众

依托旅游自主创业。同时与南太行旅游

公司结合，组建南太行旅游扶贫车队，通

过务工就业、资产收益等方式，使25个深

度贫困村每年村集体经济新增6万元，其

他54个贫困村新增近1万元。

将脱贫攻坚与中药材结合起来，突

出地域特色，创造增收新亮点。全市野

生中药材超过100万亩，人工种植近10

万亩，规划整理野生中药材30万亩。依

托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辉县山楂”，做大

做强山楂产业。山之孕、山里红、涌泉等

6家山楂加工企业，年销售收入超亿元。

将脱贫攻坚与农业龙头企业结合起

来，突出企业带贫，构建双赢带贫模式。

米多奇食品公司带动区域农副产品加工、

包装和物流业50多家，通过吸收就业、金

融扶贫等形式带动贫困群众850余人次；

星河生物公司带动周边乡镇700余户贫

困户户均年增收800元，累计安排贫困群

众276人就业，人均年收入达1.8万元；九

月天公司直接吸纳贫困群众65人就业，户

均年收益3万元左右；为410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建立淘宝店铺，可实现148种特色

优质扶贫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突

出五个振兴，夯实“三农”工作基础。坚

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引领，在全市全

面开展“五好”乡镇党委建设活动，深入

推进“学先进群体、创五星支部”活动，大

力实施“五个一批”，建立了562人的村党

支部书记后备人才库，选优配强村党支

部书记178名。坚持把深化农村五项重

点改革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助推器和突破口，有效破解

“人、地、钱”难题。目前，79个贫困村村

集体经济全部达到年收入6万元以上，通

过集体经济“空壳村”清零行动，集体收

入5万元以上的村达85%以上。在推进

乡村振兴中，将“五个振兴”具体细化为

46项星级示范村创建指标，目前128个

星级示范村正在加紧建设。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庞卫
东 杨德瑞）8月1日，凌晨4点多钟，家

住长垣市恼里镇南杨庄村村民徐存才

早早地在厨房忙活着煮肉、做菜，开启

了一天的工作。

2013年，徐存才24岁，本该身强体

壮、赚钱养家的年龄，他却被查出患了

肿瘤，腿部截肢，失去了劳动能力，一直

没有收入，靠享受低保政策维持生活，

为了治病，家里借了不少钱。

“腿上长了个瘤子，去河南省肿瘤

医院看了，当时一看人家就说你这腿保

不住了。那时候特别绝望，但已经结婚

了，上有老下有小，再苦也得去为这个

家往前奔。”徐存才说。

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徐存

才觉得自己年纪轻轻的，现在就靠政

府救助生活太丢人。虽然不能干太

重的活儿，但是可以学技术，他开始

在自家的一间小屋里卖凉拌小菜。后

来他四处拜师，不懂就问，在镇村领导

的帮助下，学习了卤肉技术，把原来的

一间小屋扩大到了100多平方米的饭

店，并经营做起了小菜、包桌生意。在

村民的帮助、照顾下，饭店的生意越

来越红火，每个月也有了稳定的收

入。

徐存才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一步

一个脚印地夯实了脱贫致富路。对下

一步的发展计划，徐存才也有自己的打

算和清晰的规划，他准备在网上开一个

网店，让更多的人能吃到他这个卤肉，

而他的事迹也成了周边村贫困户学习

的榜样。

徐存才

身残志不残 踏上脱贫路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庞卫
东杨慧桢）长垣市蒲北街道派驻扶贫工

作队在方里镇文庄村开展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以来，把发展产业作为村级脱贫

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谋划发展集体

经济产业项目。在充分调研和集体商

议的基础上，指导文庄村于今年4月正

式成立了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着力发

展苗木种植项目，并协同市人武部共同

出资20万元，购买揪树、大叶女贞、红叶

石楠幼苗，利用方里镇政府流转荷宝高

速两侧土地100余亩进行栽植育种。

四个月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

委”对项目进行精心管理，利用对光伏

资金的一次分配，安排贫困户到种植

基地务工，进行栽种、浇灌、施肥、除

草、修剪，并专门配备了两名护林员，

每日对苗木进行巡逻管护，既解决了

苗木的管护问题，同时也保证了贫困

户的就业问题。

据了解，目前，该村所培育的100

余亩苗木，均长势良好，尤其是揪树，长

势喜人，成活率达95%以上，按目前市

场形势来说，单揪树一项，明年就能给

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近5万元。文庄

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的成立为村级

产业发展以及全面脱贫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贺
洪强 毛震）原阳县医疗保障局紧紧

围绕“以案促改”活动要求，盯牢医

保基金“欺诈骗保”行为，组织专班

对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全方位

监管，采取医疗机构边自查边整改、

医保局边集中检查相结合的形式，

双管齐下，实现医保基金监管全覆

盖。

开展专项行动以来，定点医疗机构

通过自查自纠退回医保基金违规支出

4.2万元；医保局集中检查共查处定点

医疗机构11家、审查病历400余份，走

访回访参保居民150余人，约谈医护人

员10人，追回医保基金违规支出5.1万

元。拒付资金4.5万元；涉及违规金额

共计13.8万元。确保了参保居民及时

享受医保待遇、医保基金支出安全合

理。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员崔兴
辉 高建功）8月3日清晨，天边泛起了

鱼肚白，延津县司寨乡平陵村司塔线两

侧，一些戴着红袖标、穿着红马甲的党

员志愿者正忙着清扫杂物，“这两天尽

管天气很热，但大家还是踊跃参加志愿

者服务活动。一起清扫村组道路、清理

沟渠，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希望通过志

愿者活动，带动身边的广大群众。从自

我做起，爱护环境卫生，共同提升人居

环境。”一名党员志愿者兴奋地说。这

是该县“争创十星级党支部”的一个生

动场景。

中午，在村综治中心，村党支部书

记肖洪生放弃午休，埋头伏案记录上

午的矛盾纠纷调解情况。原来，该村

“两委”干部细化分工、明确责任，组建

了相关机构，负责村内矛盾纠纷调

解。“以前发生什么事，只想到报警。

现在有什么麻烦事，第一时间就想到

打电话给村干部。一个电话就有人到

现场，实在太方便了。”一名村民感叹

道。

夜晚，华灯初上，在该村群众文化

广场，村民在跳广场舞、打太极拳，一片

其乐融融的气氛。每逢节假日，该村还

组织饺子宴、联欢会、篮球赛、戏剧会演

等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争创‘十星级党支部’，让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不仅让我们的工作更加

具体，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参考和帮

助。在创星过程中，我们对照要求，方

向更加明确，开展工作也更具有针对

性。不仅如此，创星活动的实施，也为

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今年，我们在四

星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争创十星的目

标。”肖洪生说。

开展“十星级党支部”创建活动，

就是增强“主心骨”。在星级支部创建

中，肖洪生感触很深。党组织在乡村

发展中，要起到引领导航作用。通过

深入开展活动，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

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村里的组织基

础、经济基础、阵地基础、文化基础进

一步夯实。

辉县市

“四个结合”巩固提升脱贫成效

长垣市

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

延津县

争创十星级党支部
建设美丽新农村

李牵龙

驻村踏实干 焐热群众心原阳县

打击“欺诈骗保”
查处违规资金十多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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