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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河南六稳六稳六保六保六保六保

一只小白鸽“啄”开致富门
舞钢市养鸽企业辐射带动养殖户脱贫增收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我省北中部将迎来大到暴雨

要及时防范农田积涝

2022年我省基本建立
覆盖城乡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咕咕咕……咕咕咕……在舞钢市天

成鸽业的鸽舍里，成群的鸽子飞上飞下，

有的在埋头进食，有的咕咕咕地“聊着

天”，它们个个身披雪白羽毛，长着粉红色

的小嘴，眼睛随着小脑袋时不时地转动

着，看上去十分可爱。

“目前，我们的种鸽订单已排到了11

月份，非常火爆。”7月24日，省劳动模范、

天成鸽业董事长杨明军说。

创建于1997年的天成鸽业，现存栏

13 个肉鸽良种品系和 30 万对核心种

群。虽然公司里有专业的技术人员负

责管理和养殖鸽子，但杨明军还是会每

天都来到鸽舍转转，查看笼舍情况，向

员工传授学到的最新养殖专业知识。

就是这份对鸽子的关心和牵挂，杨明军

的天成鸽业有限公司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最初的100

对种鸽，发展成为集良种繁育、推广、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龙头鸽

业实体。

除了养殖，在科技钻研上杨明军也很

在行，在他的带领下企业成功研制出现代

化全自动养鸽生产线，生产效率远高于世

界水平。天成鸽业每年繁育推广高产肉

鸽良种达30多万对，年产销乳鸽600万

只，鸽蛋500万枚以上，年创社会综合效益

6.8亿元，是国内肉鸽行业龙头企业、肉鸽

良种繁育推广大型企业、河南省著名商标

企业。天成鸽业自主选育的“天成王鸽”

系列，也被评为“世界十大名鸽”。

“疫情防控期间，不少乡村道路封闭，

政府为我们开辟了粮食运输绿色通道，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饲养的粮

食充足。有了政府支持，我们也做到了不

减产、不裁员，还实现了就业人数持续稳

步增长，为本地留守人员提供了更多的就

业岗位。”杨明军说。

正在鸽舍喂食的王桂娥是天成鸽业生

产部的一名饲养员，她的主要工作是给鸽

子喂食和清理鸽舍，每月工资有1900元。

“我现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养鸽技

术，以后我打算在家自己养鸽，收入肯定

比现在高！”王桂娥一边往鸽舍里倒饲料

一边搭着话。

养殖技术一直是养殖业发展的瓶

颈。为了做好技术培训，天成鸽业先后在

本地开展肉鸽养殖技术培训班12期，组

织培训舞钢市创业青年、下岗职工、贫困

户等免费参加养鸽技术培训班500余人

次，并安排贫困户27人就业，支付贫困户

职工工资80余万元。

近年来，天成鸽业以肉鸽养殖为产业

基础，带动本地7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

18家企业，7家合作社，集体联营发展肉鸽

养殖，帮扶贫困户2597户，受益贫困人口

8101人。

“目前，我们拟定了总投资2.18亿元，

占地 600亩的天成肉鸽产业科技园项

目。项目建成后，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800个，帮扶贫困户1500户，带动本地

147个行政村发展鸽子产业。到时，我们

将以产业园为中心，同步在平顶山市各县

区建设总存栏500万对以上的区域性养

鸽基地，创建‘中国鸽都’。希望早日实现

‘创建世界一流肉鸽良种繁育基地，带动

千家万户养鸽致富共奔小康’的目标。”杨

明军说。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

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

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

敲响了警钟。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

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

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

的氛围。

（下转第二版）

8月11日上午，宜阳县第

一届花椒采摘节在韩城镇朱家

沟村洛阳韩发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花椒种植基地开幕，图为农

户在基地采摘花椒。据了解，

该县花椒种植面积12万亩，花

椒产业已成为宜阳农业产业转

型升级的主导产业和乡村振兴

的主力军。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杰 穆造林摄

辞别夏暑热，欣逢山村秋。8月9日，

走进伊川县酒后镇路庙村，青山如黛，水

波潋滟，洁净宽敞的乡村道路、绿树成荫

的农家院落，有着百年历史的“路家寨”城

楼下，年迈的老爷爷老奶奶正在聊天……

整洁靓丽的乡村在蒙蒙细雨中显得十分

唯美，一幅文明、富裕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自从路庙村摘掉‘贫困帽’，村民的

生活好了，日子过得也悠闲起来。”路庙村

党支部书记路兴雷一边和老人亲切地打

招呼，一边介绍。

路庙村位居九皋山下，伊水河畔，山

清水秀。但它曾是省级贫困村，全村633

户241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达158户

680人。

精准帮扶用心用情用力

2016年年底，脱贫攻坚战打响，伊川

县委宣传部和伊川一高联合组成的帮扶

队伍进村入户开始帮扶。

“路庙穷，穷得太久了。”这是驻村队

员第一次到路庙村时听到和看到的，守着

伊河却有几百亩耕地因灌渠堵塞不能浇

地；村东沙沟年久失修，最怕山洪暴发，冲

毁良田；村里路灯成了摆设，群众晚上不

敢出门；村集体经济匮乏，扶贫没有支柱

产业；群众告状不断，发展受限……

把路庙当老家、把群众当亲人。“这几

年的基层工作，我们深深认识到，不管是

驻村还是帮扶，一定要把贫困户当亲人，

贫困户才会把你当自己人，才会有啥话都

想跟你说。”驻村工作队员、伊川一高后勤

部主任刘国强坦言。

在驻村帮扶中，伊川县委宣传部、伊

川一高采取了14项具体行动。冰封大地

时，县委宣传部和伊川一高的领导为贫困

户送去棉衣棉被、柴米油盐；炎炎夏季，驻

村队员们汗湿衣衫，走村入户打扫卫生，

清洁家园；还有为80岁以上老人照寿星

照、全家福，为全村群众体检、传授致富技

能，端午节为村里老人包粽子，组织理发

师为60岁以上老人免费理发等。

刘国强把身患疾病的老母亲交给弟

弟照顾，吃住在村，为使村容更为整洁，

他拿出自己工资垫付资金一万多元，为

村里购置安装了护栏网。村民路红娃等

家庭居住条件简陋，刘国强便想办法给

他们送去新床；残疾老人路喜山生活不

便，子女又不经常在跟前，刘国强和其他

队员多次前去照顾其生活，甚至为他端

屎倒尿，擦洗身子，使这位老人感受了亲

人般的温暖……

县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员们充分利

用宣传的优势，主动担当起路庙村特色农

产品的宣传员、推介员，帮助葡萄园搞策

划、搞直播……

2018 年年底，路庙村摘掉了“穷

帽”。如今，路庙村的路通了，渠顺了，路

灯亮了，贫困户的腰包鼓了，党组织的凝

聚力强了。

8月9日，记者在该村采访时，正巧

碰到刘国强去看望贫困户路继红的母亲

赵双梅。

路继红家是伊川一高校长程铁景的

帮扶户。前几日，路继红年轻的舅舅意

外去世，59岁的赵双梅伤心过度精神很

差。因为学校教师培训，程铁景无法脱

身，就专门安排刘国强带上礼品上门看

望开导她。

“国家的扶贫政策好！帮扶人更贴

心，我们家和程铁景校长现在都是亲戚！”

赵双梅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李政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远

本报讯（记者李政）为促进全省资

源优化配置，加快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促进老年健康服务公平可及，满足多

样化的老年健康服务需求，近日，省卫生

健康委等8部门结合我省实际制订了

《河南省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明确，到2022年，我省老

年相关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

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

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将得到基本满足。

《实施方案》提出，统筹构建的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包括建立完善4个子体

系，即老年健康管理服务体系、老年医疗

服务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医养结

合服务体系。具体来说就是，河南要求

以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为主体，以其他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为补充，结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来落实好为老年人提供健康教育和健

康管理等服务。

本报讯（记者田明）8月11日，记者

从省气象台获悉，受西风槽东移和副高

边缘较强西南暖湿气流影响，12日至13

日我省北中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需做好豫北山洪和地质灾害

等防范工作。

根据预报，8月12日白天，全省大部

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开封、

商丘三地区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

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2日夜里至

13日，北中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

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

气，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阵雨。过程雨量

30毫米～70毫米，局地100毫米～150毫

米。14日至16日，副高略东退南压，淮河

以北多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

8月以来，我省沿黄及其以北降水偏

多，12日至13日强降水落区与之叠加。

气象部门建议，要关注豫北局地强降水

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

害，加强旅游景区、重要路段等地防范

工作；防范城市内涝及农田积涝，建议

雨后及时排水散墒，减轻渍涝危害，同

时做好大秋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董豪杰）8月

11日，全省第五次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

作推进会在信阳市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以来，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水平明显提

升，共完成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636万

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3%，85%以

上的县（市、区）建成全域一体城乡融合

的市场化保洁机制，95%的行政村生活

垃圾得到有效治理，群众满意度保持在

80%以上。

武国定强调，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补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环境的

短板，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今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的最后一年，各地要全面开展对

照检查，着力抓好问题整改，统筹推进

厕所革命和生活污水治理，深入开展农

村爱国卫生运动。要科学组织，坚持部

门联动、多元投入、典型带动、分类推进、

农民主体、从严考核，确保如期完成三

年行动目标任务，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观摩了信阳市平

桥区明港镇清淮村、新集村等地的垃圾、

厕所、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整治情况。

全面建成小康之年，我省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即将收官。面对农

村短板之一的人居环境，全省农业农村

部门打出一套以垃圾治理、污水处理、

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为重点的

“组合拳”，越来越多的农民生活在美景

中，越来越多的游客纷至沓来。

建设怎样的乡村？既要有颜值，更

要有气质，有里有面儿。怎样建设乡

村？让村民动起来、将游客迎进来，让

美丽产业“扎根”下来。

美丽乡村气象新

8月11日，驻足信阳市平桥区明港

镇清淮村村民李祝英家门口。灰砖白

墙间，一抹绿色从栏杆中透了出来，三

层小楼整洁别致。进入院中，花花草草

红绿相间、石桌石凳古朴典雅，客厅里，

李祝英用各种绿植装饰“打点”。美丽

的农家院外，道路、供水、排水、绿化亮

化等村内基础设施齐全，清淮村规划建

设与村民“装饰”相互结合，共同映出一

幅现代农村的美丽画卷。

昔日的贫困村贺岗村，围绕“脱贫

思变、建改促变、传承蝶变”思路，实现

了由贫困到富足、由脏乱到美丽的蝶

变。在贺岗村李庄组，户厕改造根据各

家情况采取不同方式方法，在接受村民

意见的同时，让村民参与其中，既经济

适用，还要维护方便。垃圾处理，则根

据农村特点，在可回收、不可回收之外，

增加了可堆肥垃圾处理，简单实用。

纵观全省，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也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陈

年垃圾彻底清理，85%以上的县市建成

了城乡一体化保洁体系，95%的行政村

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率达27%，较2017年年底提升了

10个百分点；2018年以来共完成无害

化卫生厕所改造636万户，卫生厕所普

及率达83%；村容村貌持续提升，40522

个行政村公共场所等重点部位有照明，

亮灯率达89%。

（下转第二版）

九皋山下瓜果香

出出出出 小小小小彩彩彩彩河南 圆梦 康康康康

路素琴(中)和路庙村党支部书记路兴雷(右)、驻村工作队员刘国强在查看葡萄长势。李德伟摄

副省长武国定在全省第五次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确保完成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我省打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组合拳”

美丽乡村有颜更有“料”
□本报记者 董豪杰

宜阳

花椒红了
农户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