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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党组织书记群英谱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8月17日，副

省长武国定到开封调研农业高质量发

展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杞县金杞大蒜交

易市场、潘安食品公司和电商产业园等

地，查看大蒜的生产、储藏、加工、销售

等情况。在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丽星

食品公司和千菊实业公司等地，深入特

色农业生产基地和企业车间，了解特色

农业发展和龙头企业培育情况。

武国定强调，要认真贯彻全省农业

高质量发展会议精神，结合当地实际，

落实好“1+N”系列文件要求；要坚持布

局区域化、生产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

展产业化、方式绿色化和产品品牌化，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要因县制宜，发

挥优势，把主导产业培育成强县富民的

支柱产业；要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打造供应链，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要育龙头、建基地，培育壮大农业新

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

度；要探索发展特色农业价格保险，通

过大宗农产品的期货和现货交易，降低

市场风险，保护农民利益。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广起
阮淮凤）近年来，周口市淮阳区委、区政

府为打造宜居城市，坚持把“两城一区”创

建作为重要工作来抓，通过“全面统筹，全

民动员，纵深推进，持续增强城市软实力，

优化发展软环境”等措施，不断提升市民

文明素养和城市文明程度。特别是撤县

设区以来，淮阳区委、区政府抢抓撤县设

区、高铁开通、沙颍河航道升级等机遇，主

动融入中心城区，完善提升基础设施和公

共设施，推进“五路一区”建设改造，全力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从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荒地到花园

式街头游园，从杂乱无章乱停乱放到秩序

井然的交通，从背街小巷改造到老旧小区

提升……淮阳区委、区政府把市民需求作

为第一指引，把发挥市民主体作用作为第

一选择，把市民满意度作为第一标准。

在城关镇刘古同村记者看到，该村

19条大小胡同地面全部硬化，墙体统一

罩白。精心制作的十九大精神、核心价值

观、移风易俗等内容的宣传氛围融入景

色。据了解，5月份以来，区政府投入近1

亿元，在204个城中村硬化地面41.8万平

方米，绿化地面23.6万平方米，罩白墙面

38.8万平方米。

“融入周口中心城区版图，淮阳站在

了新的更高起点，迎来更多发展机遇。‘以

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

以港促城’，我们要高起点、高标准设计城

市建筑，塑造富有特色、别具一格的城市

形象。”淮阳区区长王毅说。

目前，淮阳区城市建设已初步形成纵

横兼顾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城乡接合部环

境卫生等为重点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进

行，针对性地专项执法、联合执法成为常

态。已建成开放廉园、长寿园、育才园、时

代园等13处公园游园，彰显出淮阳地域

文化特色。

“我们就是要实打实地搞城市创建，把

淮阳打造成最宜居城市，打造成‘周口后花

园’，让群众得实惠。我们走在淮阳街头就

是要有一步一景，移步换景的效果。”周口

市政协副主席、淮阳区委书记马明超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赵明
奇王一将吴振洲）“目前，我们乡里组

建了香菇、百菌园两个产业党建联盟，

仅百菌园就辐射带动全乡8个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239户贫困户、180名周边

务工群众增加收入。”8月17日，谈及产

业党建联盟，舞阳县文峰乡党委书记王

旭东如数家珍。

去年以来，该县围绕“支部建在产

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

链”的目标，以“产业党委+支部+党员+

贫困户”的形式，在辛安、文峰、马村、太

尉等乡镇建成6个产业党建联盟，探索

推行“整乡推进”“光伏扶贫”“产业带动”

等六种模式，实现398个村级集体经济

全部“清零”，年收入5万元以上村达

339个，涌现出舞泉镇东街村等一批村

级集体经济年收入百万元以上的强村。

为鼓励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该县扎

实推进“融合党建”先锋工程，通过党建

引领、组织融合、目标同向、发展共赢，

实施“带建行动”“共建行动”“联建行

动”，实现了党建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凝

聚了磅礴力量。

该县以“带建行动”开展“五星支

部”评选，树立一批强村典型，以强村带

弱村，帮助理清发展思路，联办产业实

体，吸纳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实施

“共建行动”，县直机关党组织与村级党

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与农村困难党员群

众结成对子，引导人才、信息等向农村流

动；实施“联建行动”，引导农村党组织靠

大靠强，把党组织建在产业园区、合作

社、家庭农场、就业基地上，抱团发展。

目前，舞阳县通过组建产业党建联

盟的形式，推动基层党组织‘上产业链、

进合作社、入种养基地’，探索出社户联

动、村社联动等利益共享机制，先后在文

峰、马村等乡镇建成产业党委6个、临时

党组织38个、党员先锋岗567个，流转

土地37万亩，建成种养基地30个，培育

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

1400多家，实现村民、集体双增收。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侯子罡魏唯

“您说的事我明白了，防水油布现在不

好找，我来找，尽快解决这个问题。”7月30

日，记者在南阳市宛城区淯阳社区见到社

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白璐时，她正

在打电话。挂了电话，白璐告诉记者：“这

个社区老旧房屋不少，刚才给我打电话的

居民家里也是老旧瓦房，房顶漏雨了，联系

我想让帮忙找人铺瓦，但是铺瓦工期太长，

最近雨水又多，思来想去还是先铺防水油

布合适，等过一阵儿再铺瓦彻底改造。”

淯阳社区临近白河，是南阳市中心城

区的老旧社区之一，辖区大，人口多，白璐

迎难而上，敢于创新，把社区居民当成家

人，尽全力做好社区工作。在她的带领

下，淯阳社区的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社区居民都是家人

2015年，白璐来到淯阳社区工作，那

时的淯阳社区，居民房屋老旧，公共设施

老化，缺少物业管理，治理难度很大。

白璐到任后，首先对社区做了详细了

解，带领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拜访

登记，社区997户居民信息她都了如指

掌。同时，为辖区居民提供“十送十无忧”

精准服务，一送就业服务，让居民工作无

忧；二送培训服务，让居民学习无忧；三送

托管服务，让居民子女无忧；四送医疗服

务，让居民健康无忧；五送救助服务，让居

民生活无忧；六送文化服务，让居民精神无

忧；七送康乐服务，让居民悠闲无忧；八送

调解服务，让居民相处无忧；九送守望服

务，让居民平安无忧；十送养老服务，让居

民颐养无忧。如今，“十送十无忧”已成为

淯阳社区的品牌，并作为典型在全市推广。

白璐的手机里有电工、清洁工、片警、

医护、律师等多类人员的电话，还有很多

单位、店铺、医院的详细地址，居民们都说

白璐的电话是“百宝箱”。“大家有什么事

都来找我，说明真正把我当家人了，我心

里知道，这是对我的信任。”白璐说。

党建引领社区和谐

为更好地服务居民，白璐带领社区工

作人员积极转变思路，以全域党建引领社

区治理。2019年，淯阳社区开始实行网

格化治理，支部建在网格上，与辖区内的

驻地单位开展共创共建；2020年4月，淯

阳社区和邻近的小西关社区成立联合党

支部，进一步促进共建单位与社区支部深

度合作，集中力量，共同解决问题；2020

年6月，淯阳社区成立了外贸家属院联合

党支部，并针对楼院特点“量身定制”改造

方案，列出任务清单、需求清单、认领清

单，联合党支部成员单位共商共建，统一规

划。

（下转第二版）

把挚诚写在白河岸边
——记南阳市宛城区淯阳社区党支部书记白璐

淮阳区 细节入手提升城市质感
舞阳县 党建联盟串起产业链条

宝丰县李庄乡

产业有奖补 脱贫动力足

本报讯（记者李政）8月18日，记者

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

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夜经济发

展的指导意见》，促进城市夜间经济发

展，加快助力培育繁荣文旅消费市场，

自8月18日起，2020夜间文旅消费季

活动在河南省旅游服务中心广场（郑东

新区客文一街与兴荣街交叉口）正式启

动，活动将持续到10月31日结束，主要

活动内容集中在每日18:00~23:00。

届时，各种特色美食，精彩纷呈的

节目展演，激情澎湃的电音狂欢，上千

平方米的天幕灯光，cosplay才艺比拼，

现场抽奖，优惠券发放等多重活动将接

连登场。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南兴旅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河南莱咪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河南慕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

州新晨传媒策划有限公司多家文旅企

业联合承办。
7月全省空气质量排名来了
看看你家排第几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为持续推进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按照《河南省环境空气质量月排名暨

奖惩办法（修订）》（豫环攻坚办〔2020〕15

号）的规定，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了

2020年7月份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

省辖市及济源示范区排名情况由好到

差的依次为：南阳、驻马店、周口、许昌、信

阳、漯河、郑州、洛阳、平顶山、商丘、开封、三

门峡、济源、濮阳、安阳、焦作、新乡、鹤壁。

省辖市所辖区排名情况前10名的区

依次为：南阳高新区、南阳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南阳宛城区、驻马店开发区、驻马店

驿城区、信阳羊山新区、信阳平桥区、驻马

店示范区、周口物流港区、南阳卧龙区。

由好到差后10名的区依次为：焦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鹤壁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鹤壁淇滨区、安阳殷都区、新乡牧野

区、濮阳工业园区、新乡红旗区、安阳龙安

区、鹤壁山城区、焦作山阳区。

前20名县（市、区）依次为：信阳潢川

县、信阳息县、信阳新县、南阳邓州市、驻

马店正阳县、南阳新野县、信阳商城县、驻

马店泌阳县、驻马店遂平县、信阳固始县、

信阳淮滨县、南阳社旗县、驻马店汝南县、

南阳唐河县、南阳桐柏县、平顶山舞钢市、

驻马店上蔡县、信阳光山县、信阳罗山县、

周口太康县。

2020夜间文旅消费季启幕

武国定在开封调研农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时强调

坚持六化方向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
汝涛李滔）“哒哒哒……”8月16日，

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的汇乐生态

渔网有限公司扶贫车间里，8台机器

一字排开，该村贫困户王永霞和工友

在工位上熟练地上线、合股、打结、接

线……一番操作后，车间里又多了一

匹匹成品渔网布。

“在这个车间里上班离家近，一个

月4000元左右，空闲的时候还可以帮

家里干农活，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

担。”王永霞开心地说。

据了解，汇乐生态渔网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门生产渔网布、防鸟网、盖土网

等各类网布的企业。2018年建成投产

以来，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年产值2000

余万元。“目前车间已吸纳85名附近村

民进厂务工，其中25名员工为贫困户。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我们需要的务工

人员会更多。”该公司负责人夏运峰说。

近年来，随着交通路网建设的铺

开，中杨庄村依托优良的区位优势和

产业条件，全力推动以中杨庄村为核

心的新型物流园区建设。该园区占地

500亩，集渔网网坠加工、渔网编织、

毛发加工、电商、物流于一体，总投资

1.8亿元，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汇

乐生态渔网、红雷渔具、渔阳渔业、瑞

祥发制品4家企业已入驻，并分别设

立了扶贫车间，在车间工作的贫困群

众月收入达2700元。

“通过扶贫的政策和结对帮扶，中

杨庄村成功回引8名优秀农民工返乡

创业，实现了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

兴，村民纷纷走上了小康之路。”该村

党总支书记王习红说。

商水县中杨庄村

企业在村口 致富有奔头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在中国医师节

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医

务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强调，广大医务工作者要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

医风、勇担重任，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

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各级党委和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

工作者，弘扬先进事迹，加强业务培训，支持

开拓创新，帮助解决困难，推动在全社会广泛

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海楠 李晨芽）“今年我种了29亩花

生，奖补能补近9000元，差不多能抵

上租地钱了！”8月18日，宝丰县李庄

乡马圪垱村贫困户翟联合激动地说。

翟联合一家3口人，本人肢体残

疾，妻子患有大病，女儿念初中，家庭

非常困难。依托扶贫产业“以奖代补”

政策，他流转土地27亩，加上自己的1

亩多地，成了马圪垱村的花生种植大

户。

今年以来，李庄乡以产业奖补政

策为抓手，把产业发展作为贫困群众

增强“造血”功能的重要途径，多次组

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帮扶责任人入

户宣传“以奖代补”政策。在充分尊重

贫困户意愿的前提下，鼓励和引导贫

困户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农业特色资

源，发挥“花生之乡”特色优势，大力发

展花生种植等产业。通过实施“以奖

代补”“先种养后补贴”等方式，对贫困

户发展的产业给予适当的补贴，激发

了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同时，李庄乡组织人员组成产业

核查验收组，到符合产业奖补政策的

贫困户家中进行实地核查验收，确保

奖补项目真实、项目地点真实，真正把

奖补资金落到实处。

目前，该乡贫困户中符合花生种

植奖补的有97户、林地奖补3户、特

色养殖奖补11户，奖补资金累计7.9

万余元。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8月17日，长垣市满村镇新庄村村民张淑琴在自家果园内通过网络直播销售“秋月”梨。去年以来，该市立足本地产业优势，积极

推动线上销售，促进产品线上交易优化、量化，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王子瑞摄

长垣 果园成了直播间
脱贫路上加把劲

今日《河南日报》和本报4版刊出本报记者宋朝采写的报告文学《皂角树下》，
敬请关注。

今日导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