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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乡村振兴
新乡邮政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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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收官战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
振阳 通讯员刘湘）“没想到，这小小的

野菊花就能让我们在家门口挣钱哩！”

11月2日，在信阳市浉河区东双河镇塘

埂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村民吴秀华一边

采摘野菊花一边笑着告诉记者。

她口中“挣钱的野菊花”，说的正是

浉河区为推进脱贫攻坚、壮大村集体经

济，在东双河镇塘埂村启动的中药材种

植基地项目。

东双河镇塘埂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项目——野菊花基地位于塘埂村龚

冲组，占地面积约90亩，涉及三个村

民小组，先期投入资金20万元，培育

种苗30余亩。该基地在该镇的精心

指导与扎实推进下，由种植经验丰

富、技术娴熟的村干部带头负责具体

管理，实行土地平整、选种、种植、管

护全程指导跟踪服务。基地采取统

一育苗、统一栽培、统一防治、统一采

摘的种植模式，推动中药材种植基地

规模化、科学化、规范化稳步向前发

展。

中药材种植基地发展起来了，村里

贫困户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在前

来采摘菊花的村民中，贫困户唐华笑得

格外灿烂。如今他已顺利脱贫，走上了

致富道路。据了解，为有效带动周边贫

困户脱贫致富，塘埂村积极探索菊花种

植产业“党支部+公司+贫困户”发展模

式，对接收购企业签订协议解决销路问

题，优先选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实

现产业带贫，让贫困户的笑脸绽放在田

间地头。

目前，药材种植基地野菊花长势良

好，已进入集中采摘期。野菊花的丰

收，引来了不少附近村民前来务工采

摘，而当地仍急需大量采摘工。“我们摘

的野菊花以一块五一斤卖给村里，快手

一天就能摘五六十斤，村里还给我们管

午饭呢！”吴秀华说。

个人收入增加了，村集体经济实力

也在进一步增强。该村将地理优势与

经济增长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为该

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农业发展之路。

如今，产业带贫已成为浉河区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的致富法宝，给脱贫群众带来

生活希望，田间地头响起了村民脱贫致

富的欢声笑语。

本报讯（记者李铮冯芸）11月8日是

第21个中国记者节，省委书记王国生到

河南省文化馆展厅，参观“走百村· 看脱

贫”摄影展，与中央驻豫新闻媒体和我省

新闻工作者代表交流，向广大新闻工作者

致以节日问候。

摄影展通过4000多幅照片生动记录

了240个贫困村庄的沧桑巨变，集中展示

了河南脱贫攻坚的壮阔历程。王国生边

走边看，与照片拍摄者、河南日报老记者

王天定亲切交谈，询问了解拍摄经历和照

片背后的故事，称赞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四力”要求，他指出，群众是创作的源头

活水，只有扎根群众、深入实践，始终保持

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热忱、对群众的

热情，才能创造出更多沾泥土、带露珠、冒

热气的优秀作品。他强调，要从摄影展学

习讲故事的方法、扎根基层的作风，继承和

弘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扑下

身子、沉下心来，在中原出彩的实践中记录

生动场景、挖掘感人故事、发现先进典型，

让新闻更鲜活、更深刻、更有感染力。

王国生与观看摄影展的中央驻豫新

闻媒体和省内媒体记者亲切交流，代表省

委、省政府向各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致以节日问候。他

指出，近年来，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宣传

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精

神，用笔墨和镜头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

事，营造了昂扬奋进的良好舆论氛围。特

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新闻

工作者深入一线、日夜奋战，凝聚了筑牢

中原防线的强大正能量。他指出，要当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播者，把握

受众需求，创新传播方式，推动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当好主流舆论

的引领者，坚定政治方向，紧扣时代主题，

坚决扛牢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当好群众心声的

倾听者，深入生活、深入实践、深入基层，

写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的新闻作品。

江凌参加活动。除摄影展外，我省

还组织开展了庆祝第21个记者节特别

活动暨“我眼中的‘十四五’”集中采访活

动，分别在郑州、许昌、周口、商丘开展集

中采访，深入挖掘宣传我省“十三五”期

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望“十四五”

美好蓝图。

本报讯（记者陈小平王旭）11月8

日，庆祝第21个记者节快闪活动暨“我

眼中的十四五”集中采访活动启动仪式

在郑州举行。近百名整装待发的新闻

工作者齐聚郑州东站候车大厅，用歌

声、用快闪庆祝自己的节日；用热情、用

深入基层的脚步，践行“四力”要求，唱

响时代强音。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当天上午，当熟悉的旋律在候

车大厅响起，即将启程的“我眼中的十

四五”集中采访团成员从四面八方聚集

起来，与南来北往的旅客一同唱响《我

的祖国》。车站大屏幕上，一直滚动播

放的是今年以来全省广大新闻工作者

的成果展示。一幅幅画面、一段段文

字、一帧帧镜头，都生动记录了党和国

家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展现了我省广大

新闻工作者心系时代、情系人民的使命

担当。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广播电视台协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财立方和河

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

承办。

启动仪式结束后，由中央驻豫主

要媒体、省内主要媒体记者组成的采

访团立即出发，分别深入郑州、周口、

商丘、许昌等地进行集中采访。通过

此次集中采访，大家将用手中的笔和

镜头，充分反映“十三五”时期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反映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的生动场景，用内容鲜活、形

式新颖、温润人心的报道，汇聚起全省

上下把美好蓝图转化为中原出彩生动

实践的磅礴力量。

“作为一名记者，我们要做党的政

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

者，要始终保持在路上、在基层、在一线

的热情，把对节日的庆祝融入传递党的

声音、反映社会进步的实践中。”工人日

报记者葛慧君说。

“黄河水有多少波澜，我们身边就

有多少故事。作为一名记者，我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讲好河南故事，发出时代强

音。”河南日报记者屈晓妍表示，要通过

此次集中采访活动，把素质能力练得更

加过硬，把媒体融合步伐迈得更加坚

实，把河南故事、黄河故事、出彩故事讲

得更加生动。

河南省第七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巡讲活动同时开展。集中采访活动期

间，宣讲团将在许昌、周口各举办一场

“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11月5日至6

日，副省长戴柏华到嵩县调研脱贫攻坚

工作。

戴柏华深入到车村、白河、纸坊等

乡镇，实地察看产业扶贫基地、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贫困重度残疾人托养中

心等，详细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与

基层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和建

议。

戴柏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狠下功夫，深刻领会核心要义，

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我省落地生

根。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做好当

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毫不放松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疫情不出现反

弹。要持续推进就业创业扶贫、健康

扶贫、金融扶贫、扶贫助残、兜底保障

脱贫等工作，抓实抓细各项措施，再接

再厉、一鼓作气，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加强政策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治保

障。11月6日，由河南省法学会主办，

河南省法学会乡村法治研究中心、郑州

市金水区宋砦村党总支等承办，以“民

法典实施与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第五届

法治河南乡村论坛在郑州举行。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

的重大战略，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统筹

城乡关系、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化解农

村基层矛盾，都离不开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更需要法治保障。”省法学会

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沈庆怀表示，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不仅对涉

及“三农”的民事主体作了全方位、多

层次的规定，而且对农民所关心的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承包地制度等方面

的问题都进行了规定。可以说，民法

典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

法律支撑。

论坛上，专家学者紧紧围绕民法典

的实施，为乡村振兴战略在河南的推进

实施建言献策。据悉，本届论坛共收到

来自省内外专家学者的投稿209篇，共

评选出获奖论文65篇，其中一等奖4

篇，二等奖6篇，三等奖15篇，优秀奖40

篇。

省法学会有关负责同志表示，论坛

结束之后，省法学会将充分吸纳各位专

家的意见和建议，对研究成果进行深化

凝练，形成系列研究报告，报送省委省

政府，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基层法

治实践提供理论支持，真正使论坛成果

得到转化和应用。

11月 8日，以大地

为舞台，以稻田为背景，

在汝阳县三屯镇东保村

千亩旱地稻田里，首届

汝阳县稻田音乐节在郑

州黄河交响管乐团艺术

家们的激情演奏声中开

幕。据了解，旱稻在该

县三屯镇首次种植成

功，千亩旱稻喜获丰收，

稻田音乐节走进乡村，

唱响丰收之歌。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康红军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盛德劭）

11月6日上午，在平舆县十字路乡李芳

庄生态种植扶贫园区的大棚里，来自石

磙庙村的贫困户一级残疾人韩小列坐

在大棚门口，将一袋袋的赤松茸菌种剪

开。其他员工正在大棚里栽植赤松茸

食用菌。他说：“园区安排我在大棚里

干轻活，每天有60元的工钱。园区扩

建大棚，我夜里看工地，每夜有100元

的收入。一年下来，我收入1万多元

哩！”像他一样，十字路乡优先安排残疾

人、贫困户在“扶贫大棚”就业，让他们

实现稳定增收，走上脱贫致富路。

近年来，该乡把加快发展大棚经济

作为产业扶贫的重头戏，加大投入和扶

持力度，已发展“扶贫大棚”800多座，

“扶贫大棚”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支柱

产业，具体抓好落实“四个优先”。

依托李芳庄“全国农村创新创业示

范基地”，成为河南省设施农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的实验基地这一技术保障

优势，以科技支撑、政府投资，该乡优先

在李芳庄、瑞鑫产业园等扶贫园区建成

钢塑结构大棚800多座。

依托对口帮扶单位驻马店农校在

李芳庄产业园开设的教学培训基地，优

先对贫困户和残疾人进行大棚瓜菜、大

棚食用菌等种植管理技术培训，让他们

先学会技术再进大棚上岗实践。经各

村扶贫责任组牵线架桥，该乡每年优先

安排200多名贫困户、残疾人进“扶贫

大棚”就业，让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来

源。

该乡14家扶贫产业园区，统一推

行了“市优秀带贫企业”李芳庄产业园

激励贫困户、残疾人就业的做法，对进

大棚务工的贫困户、残疾人，优先提供

多项优惠条件：凡从事生产的，较其他

员工每天增加工资10元；对承包管理

大棚的，在统一销售产品时，每斤增加

0.1元的提成；被评为先进的，加倍领取

奖金、奖品。

该乡扶贫产业园一系列优惠措施

的落实，充分调动了残疾人、贫困户进

“扶贫大棚”务工就业的积极性。他们

打天工的，每天有60元～120元不等的

工资；承包管理大棚的，每年收入3万

～4万元，依靠志智双扶、勤劳能干，他

们实现了稳定增收脱贫，有效防止了返

贫。

庆祝第21个记者节快闪活动暨“我眼
中的十四五”集中采访活动启动

践行“四力”要求 唱响时代强音

副省长戴柏华在嵩县调研脱贫攻坚时强调

抓实抓细各项措施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法治护航乡村振兴

第五届法治河南乡村论坛在郑举行
信阳市浉河区建起中药材种植基地

野菊花鼓起贫困户“钱袋子”
平舆县十字路乡产业扶贫防止返贫

残疾人大棚里端上“铁饭碗”

王国生参观“走百村·看脱贫”摄影展，勉励广大新闻工作者

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

汝阳
稻田里
奏响丰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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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

习近平对川藏铁路开工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
高质量推进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