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师红军
乔新强）8月7日，走进鲁山县梁洼镇半坡

羊村，漂亮的村党群服务站、宽敞的文化大

舞台、标准化的篮球场让人眼前一亮。村

外，满山架岭的核桃树丰收在望，光伏发

电、风力发电给山村增添了现代化的气息。

“脱贫攻坚战开始以来，我们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半坡羊村党支部书

记朱延平介绍道，“过去，流传着‘走石头

路，住石头房，垒石头墙，家家围着石头

忙。采石头，运石料，刻石碑、做石艺，天

天围着石头找生计。’说的就是我们村以

前的情况。”

半坡羊村地处浅山丘陵区，总面积

5.6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土地贫瘠的山坡

地，庄稼望天收，土里刨食收入微薄，群众

靠采石头维持生活。一段时期，村集体几

乎没有收入，群众生活水平也不高。全村

580户2612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有143户525人，贫困发生率高达20%。

以前，半坡羊村的群众建房就地取

材，借助漫山遍野的石头盖房垒墙，如今

还留存不少石头房、石头墙。当地人“靠

山吃山”，世世代代通过传统手工刻石碑，

同时做些简单的石凳、石碾盘、石蒜臼等

补贴家用。但这些石制品经久耐用，也不

经常用到，村民们收入有限。

改革开放后，刻石碑、做石蒜臼等也

能使用数控雕刻机了，当地手工石材制造

业更是不景气，“石头村”由此就成了贫穷

落后半坡羊村的代名词。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战鼓敲响，昔日荒

凉的村庄发生了深刻变化。半坡羊村争

取项目资金，整修了进村主次干道，硬化

了道路，新建了村文化广场和村文化活动

室，配套建设了公共厕所，基础设施得到

了极大的改观。

2017年年底时，国家投资140万元，

为半坡羊村建成220KW集体光伏发电

站一座，仅此一项村集体年收入达18万

余元。2018年3月，政府有关部门投资

180万元，帮助半坡羊村打380米深水井

一眼，配套建设一座弱碱性矿物质水厂，

目前主体项目已完工，投产后村集体年收

入预计达6万元以上。一家国有风力发

电公司利用该村荒坡地建设了风力发电

项目，村集体一次性获得20年租金60余

万元。

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半坡羊村群众的经济收入也不断提高。

村里引进绿箭农林牧有限公司，流转村民

荒坡地1000多亩种植新品种薄皮核桃。

昔日基本撂荒的山坡地一亩一年能拿到

500元租金不说，不少群众还可以在核桃

基地除草、浇水、施肥、修枝整形、采摘果

实等，每天工钱60元，一人一年断断续续

下来可收入8000元左右。

更为可喜的是，村集体也成立了合作

社，流转土地500多亩种植“泰国小米

椒”。涉及土地流转的农户成了合作社社

员，除了保底每亩收入500元土地租金

外，合作社还拿出利润的10%给予分红。

目前合作社最多时吸纳60多名群众干

活，在家门口一天就能收入60元工钱。

在国家的扶贫政策支持下，该村还有

贫困户通过规模养殖业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70多岁的梁大和老汉，在到户增收

资金的扶持下，从2016年的6头猪发展

到现在的60多头，不仅脱了贫，今年春节

前后收入更高达10多万元。他还花费3

万多元买了一辆老年代步车，过上了幸福

的小康生活。

目前，半坡羊村已脱贫 129户 503

人，未脱贫户仅剩下14户22人，贫困发

生率下降到0.84%，圆满地完成了减贫目

标任务。

8月10日，正阳县油坊店乡余甲村村民闻大稳在采摘“阳光玫瑰”品牌葡萄。闻大稳原是贫困户，在村党支部的支持下，她种植10

多亩优质葡萄，亩收入上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脱贫示范户，还带动本村两户贫困户共同增收。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贺永明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8月11日，记者

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近日，印

发《关于做好远程受理工作的通知》，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我省将开启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续贷远程办理模式，

目前已开始受理，学生可选择资助中心

现场签订合同或网上签订合同两种方

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申请办理。

目前我省远程办理仅适用于续贷

借款学生，首次申请助学贷款的借款学

生仍然需要和共同借款人在县级资助

中心现场签订合同，现场核查并提交相

关证件资料。

据了解，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属于

国家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每人每年

贷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

生每人每年贷款额度不超过 12000

元。远程办理续贷的学生需自备电脑

及安装有支付宝App的智能手机。借

款学生使用电脑浏览器登录国家开发

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在线服务系

统提交续贷申请，在远程受理过程中使

用支付宝人脸识别功能进行身份认证。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8月11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该厅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全省道路运

输安全生产执行“四个严禁 四个一律”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对全省

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实行“四个严禁、四个

一律”。

2020年上半年，全省水上交通和施

工安全持续保持零事故，道路运输行业

事故起数与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

60%和41.2%，但总量仍然偏高。

河南省是交通运输大省，从近几年河

南籍车辆在陕西、湖南、江苏连接出现重

特大安全事故分析，事故呈现出周期缩

短、频次加快、向特定区域集中的特点。

为扭转我省道路运输安全生产被

动局面，切实解决长期困扰道路运输安

全的突出问题，省交通运输厅在全行业

实施“四个严禁、四个一律”，彻底扭转安

全生产严重被动局面。《通知》中明确要

求，全面执行“四个严禁”即严禁企业、车

辆和人员无证经营；严禁违法异地经营；

严禁关闭动态监控系统；严禁迟报、漏

报、瞒报、谎报事故险情信息。

严格执行“四个一律”即凡是违反

“四个严禁”的企业，一律停业整顿；凡是

停业整顿的企业，一律经省辖市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整改验收合格并上报省厅备

案抽查后方可恢复营运；凡是发生一般

性事故以上或舆论影响较大、且存在潜

在风险的企业一律全省通报；凡是省辖

市、直管县交通运输局对辖区内客运企

业安全隐患监督整改不力的，经报省政

府同意，一律向当地市政府通报。

本报讯近年来，唐河县发挥统战优

势，探索创新“四四”工作模式，打响回

归经济品牌，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活力。截至目前，全县共引进回创企

业（项目）477个，其中超千万元项目66

个、超亿元项目17个，引进各类高层次

人才56人。

加强四方联谊引回归。一是国内

联谊，由县委统战部牵头在北京、上海、

浙江等地建立１3个家乡建设促进会和

5个异地商会，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二

是对台联谊，充分发挥台胞台属多的优

势，成立了全省首家旅台乡亲联合会。

三是全球联谊，充分利用友兰文化各类

文化资源优势，开展多形式的文化经贸

交流活动。四是节日联谊，充分利用在

外老乡节日回乡省亲的有利时机，开展

座谈、参观等联谊活动。

壮大四类群体促回归。一是劳务

品牌群体，以“阳光工程”为依托，整合

培训资源，开展多专业定向培训，使外

出务工人员在积累资金、掌握技术的基

础上回乡创业。二是招商招才群体，依

托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商会的信息

资源优势，以商招商、以才招才。三是

在外人才群体，县回创办建立在外优秀

人才信息库，实行重点联系、常态化联

络联谊。四是在外党员群体，在务工密

集地设立在外党组织或在外务工党员

联络处，充分发挥党组织联络、服务党

员的作用，拓宽回归渠道。

另外，打造四大阵地迎回归，即产

业集聚阵地、技术研发阵地、网络信息

阵地、绿色直通阵地。建立四项机制保

回归，即重奖机制、推进机制、服务机

制、考评机制。 （郭鹏）

本报讯（记者孙纪山 通讯员张玉
玲）“大家在采摘玉米的时候，一定要注

意了，要轻拿轻放，大小分装，不要大小

混装……”8月9日上午，尉氏县大营镇

石槽王村扶贫产业园里的水果玉米喜获

丰收，村民正在扶贫产业园负责人王坤

营的指导下忙着采摘、搬运、打包。

石槽王村扶贫产业园占地130多

亩，主要种植葡萄、车厘子、水果玉米等

10多种特色无公害高效瓜果。该产业

园采取“支部+产业园+贫困户”模式，解

决了村里土地撂荒和贫困户、弱劳力人

员就业问题，帮助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

收，同时也助推了企业发展，壮大了村集

体经济，实现了村集体、企业、贫困户共

赢的目标。

3年前，“80后”的王坤营回乡创业，

在镇党委、镇政府和村委会的支持下，流

转土地发展绿色环保生态扶贫农业，逐

渐探索出一条集种植、采摘、深加工于一

体的绿色环保生态农业发展之路。

据了解，近年来，大营镇围绕脱贫攻

坚主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返乡创业

能人搭建创业平台、优化服务环境，用真

情鼓励和支持在外成功人士和农民工返

乡创业，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农民脱贫

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目前，全镇已经

有20余名能人返乡创业，规模种植大

桃、花椒、大蒜及蔬菜2000余亩，规模养

殖黄牛、生猪2000多头，带动1000余户

村民发展产业、就近务工，贫困群众稳步

增收。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过建立制度

化、常态化工作机制，以刀刃向内、刮骨疗

毒的勇气，及时发现查处影响和破坏营商

环境的问题，坚决整治顽瘴痼疾，坚决清

除害群之马，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维护

公安机关整体形象。”8月11日，在驻马店

市影响营商环境执法司法突出问题集中

专项整治新闻发布会上，该市公安局负责

人的话语掷地有声。

从8月份开始到今年年底，驻马店市

政法系统将在全市开展影响营商环境执

法司法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

驻马店市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该

市政法机关将以这次集中专项整治为

契机，加强问题查摆整改，强化执法司

法质效整体提升，着力优化平等、公正、

服务、保障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贡献政法

力量。对市、县两级政法机关办理的涉

营商环境刑事、行政、民商事及执行案

件进行全面梳理，排查存在的执法司法

问题。着眼长效常治，找准发生问题症

结和深层次原因，健全完善执法司法体

制机制。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尚明达
李宇帆）近日，在滑县留固镇小营村玉米

产业体系试验田里，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的农技专家张心玲顶着烈日给村民们

讲解秋田管理技术知识。

滑县农业农村部门开展了“百人包千

村”活动，138名农技人员在关键农时，深

入全县1009个行政村的田间地头，全程

指导，悉心服务，解决农户疑难问题。 截

至目前，滑县共建立耕地质量监测点20

个，采集土壤样品13245个，制定发布作

物配方108个，为秋粮丰产奠定了良好基

础。

“由于前期的预防和管理到位，今年

的128万亩玉米生机勃发，长势很好，即

将迎来大丰收。”8月10日，滑县农业农村

局局长郑慧涛说。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和

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

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此后，习近

平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刚性的

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

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切实遏制

公款消费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现象，

并针对部分学校存在食物浪费和学生

节俭意识缺乏的问题，对切实加强引导

和管理，培养学生勤俭节约良好美德等

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贯

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采取出台

相关文件、开展“光盘行动”等措施，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

所改观，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公款餐

饮浪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一些

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关部门

正在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制

定实施更有力的举措，推动全社会深入

推进制止餐饮浪费工作。

（上接第一版）

“归雁创客”扮靓家乡

乡村振兴，产业支撑。走进路氏精品

葡萄观光园，一串串晶莹剔透、果肉饱满

的葡萄挂满枝头、颗颗诱人。

路氏精品葡萄观光园创办者是今年

40多岁的路素琴。她是这个村嫁出去的

闺女。也是该村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

2016年年底，路素琴回村里过春节。堂

嫂告诉她：“村里2000多口人，娶不到媳

妇的小伙子有80多人。”这时候，村委干

部和驻村队员来到家里拜年。一番交流，

有着“家乡情结”的路素琴接受了“邀请”。

2017年春节刚过，路素琴把洛阳市

区的商贸公司交给别人打理，毅然回家开

始创业。路素琴先后到北京、上海、河北、

山东多地考察，考察项目涵盖养殖、种植

等20多个项目。

土地肥沃、水源充沛，独特的地理形势

和自然资源赋予了路庙村种植水果的绝佳

优势。“这里的昼夜温差比周边地区要大4

摄氏度至5摄氏度，属于葡萄种植的优生

带。”郑州果树研究所的葡萄专家建议。

“一手拿合同，一手拿预付租金，只要

谈好，立即现场签。”路素琴说，我要让乡

亲们看到自己的真诚，一期53亩土地流

转合同签订。

2018年春，路氏精品葡萄观光园里，

县委宣传部和县一高的驻村工作队员们

和路素琴一起，平整土地、改良土壤、开沟

施肥、搭建大棚，种下了一棵棵寄托着全

村父老希望的葡萄幼苗。53亩“阳光玫

瑰葡萄”种植完毕，同年在省农科院研究

所孙海生教授的指导下，路素琴拿出4个

大棚尝试套种草莓。从9月初草莓种植

开始，11月中旬成功种出优质草莓，当年

仅草莓套种增产就收入20万元。2019

年收益186万元。

“葡萄园对我帮助可不小，去年股金

分红1300元。我一个月在园里打工挣

2000元，家门口就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

孩子，两不耽误。”今年36岁的刘双丽，公

公偏瘫多年，家里因病返贫，如今，老公在

外打工，正计划买轿车。

路素琴说，葡萄园按照企业股40%，

农户股40%，村集体股10%，技术股10%

进行分红。一期的53亩葡萄直接带动45

户贫困户脱贫，间接带动超过60户。

天道酬勤，路素琴回报家乡的拳拳之

心和辛勤汗水，换来了路庙村更加美好的

明天。

产业兴村瓜果飘香

一颗种子，埋下一丝期许；一串葡萄，

“串”起一个村的产业致富故事。

“镇里已经把村里近700亩水浇地全

部规划为特色瓜果种植基地，路氏葡萄园

带了个好头！”路兴雷说。

2019年，路兴雷流转土地50亩，成立

了路家寨种植合作社，种起了小西瓜和草

莓，当年种植当年收益，还安排了3名贫困

户常年务工。目前，第二期正在建设。

“目前，有4名在外创业的年轻人准备

回乡创业，发展瓜果种植！”路兴雷说，未来

两年，我们村的700亩水浇地将全部变成

特色农业种植基地，将带动邻村上千亩发

展特色种植，实现一年四季瓜果飘香。

“新流转的120亩，大棚基本建起，项

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以上，下个月就

可以种草莓苗。”路素琴说，为了园区进一

步发展，我把在郑州当老师的妹妹路琴琴

也劝了回来，我管理，她负责电商。

“洛阳正在打造‘研学之都’，路庙村

的特色种植园区不仅举办采摘节，还应该

利用九皋山和伊水的区位优势，把园区建

成研学基地。”刘国强建议。

“把葡萄、草莓、小西瓜特色种植作为

支撑，发展旅游休闲观光和研学，让路庙

村瓜果飘香，走在乡村振兴的前列！”路兴

雷信心满满。

谈笑之间，已近傍晚。九皋山白云飘

飘，满园的“阳光玫瑰”葡萄晶莹剔透，散

发着果香……

（上接第一版）

美丽乡村因美而“动”

三个月前的一次乡村游，让常年在

城市打拼的马宪斌决定扎根下来。王寨

村，也成了一家人新的起点。

位于平桥区蓝店街道办的王寨村，

南面临山、北面临水，被誉为镶嵌在山

水间的一颗明珠。正是看中了王寨村

的优美自然风光，马宪斌在此开了一家

名为“田园居”的农家餐馆，站在他租用

的小院儿门口，门口是塘、对面是山，终

日游客盈门，每到周末，都需要提前预

订。

“别看我这儿只是农家乐，消费比城

里都高，游客吃的可不光是特色菜，还享

受着这儿的好风光。”马宪斌说。

从城市到乡村，“动”起来的马宪斌

正是我省美丽乡村吸引力的鲜活注脚。

如今，像他一样的城里人，在王寨开起了

茶舍、民宿等。乡村变美丽，带来了“回

归经济”，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村

民在家门口也能挣得不菲的收入。

乡村绽放美丽产业

荷塘边、凉亭下，纳凉聊天，早已成

了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老人的日常，另

一边，小孩儿们坐在秋千上，享受着乡村

美景。

这个“不砍树、不填塘、不挖山、不扒

房”的村庄，依然保持着自然形态，但房

前屋后，栽花种菜，门前门后，干干净净，

充满田园气息。

美丽乡村的乡愁，正是游客选择来

此的关键，而越来越多的游客，则又带

动了当地美丽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

发展观光农业，村里以往种植的农田被

各类专业合作社打造成千亩油菜园、百

亩荷花园、林果采摘园，既是吸引游客

的“四季有花、换季有果”的田园景色，

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种植基地。传统

的高粱酒酿造工艺，给游客带来香醇的

同时，从产品销售到高粱种植，又给村

庄注入了新的经济动能。美丽，也是发

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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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皋山下瓜果香

我省续贷助学贷款可网上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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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半坡羊村村民过去采石头运石头，天天围着石头找生计，如今在山上引水植绿种
果树，日子逐渐好起来了——

荒凉“石头村”变绿变富了

美丽乡村有颜更有“料”

我省道路运输
实行“四个严禁”“四个一律”

唐河县

“四四”工作模式育强“回归经济”

尉氏县大营镇

“能人”返乡创业 带动群众增收

驻马店集中整治
影响营商环境突出问题

滑县农技人员
“百人包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