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郜敏 王
可）“工资3000多元，离家近，也不耽误接

孩子，比出去打工强多了。”11月9日，在

太康县逊母口镇高庄村鼎鑫电子厂的生

产车间，贫困户马萍告诉记者。

在广东电子厂当技术员的李起2018

年返回家乡太康县，在村里创办鼎鑫电子

厂。如今，鼎鑫电子厂已经吸纳56人务

工，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带动22名贫

困群众稳定脱贫。

太康县逊母口镇紧紧抓住外出精英

人士资源优势，畅通返乡创业渠道，搭建

服务保障平台，走出一条“精英老乡带着

本土老乡”的脱贫小康路。

“俺村有本事的人大部分都出去发展

了，在家的村民不是没资金，就是没技术，

发展产业难上加难！”提及当初脱贫短板，

高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振伟一脸无奈。

“咱村党员干部想办法联系在外边有

本事的人，给他们说说家里的情况，让他

们帮帮咱们搞产业。”村支部会上，李振伟

提议说。

通过积极联系和对接，该村原来在广

东电子厂当技术员的李起，在郑州做物流

配送的李东杰先后回家创办鼎鑫电子厂

和承翔石磨面粉加工厂。2018年高庄村

顺利完成脱贫任务。

承翔石磨面粉被《全国扶贫产品832

平台》收录，订单连年增加。今年，加工厂

以每斤高于市场1毛钱的价格收购贫困

户优质小麦12万斤，惠及200名贫困群

众。

“原来是个打工仔，说到底就是为老

板挣钱，现在不一样了，年年被评为好乡

贤，带领老乡们致富，那档次瞬间提升！”

李起、李东杰谈起现在的日子幸福感爆

棚。

叶南村村民夏振飞17岁外出打工。

2018年，47岁的夏振飞返乡创业，投资

400万元创办弘源家庭农场。当年流转

土地500亩，建优质西瓜、甜瓜等大棚10

个，种植草莓、苹果、冬桃等水果200亩，

绿化苗木150余亩，实现利润50万元，吸

纳90余名群众就业。

尝到发展生态农业的“甜头”后，夏振

飞干劲更足，准备扩大规模。但是，农场

里没有硬化道路和浇水管道，让夏振飞犯

了愁。2019年，该镇筹集资金50万元，

为他的农场修了一条长1.5公里、宽4.5米

的水泥路，配备了地埋管灌溉系统，解决

了他的实际问题。

“这是苏翠1号梨、这是紫藤、这是白

玉兰……我们基地能保证一年四季有新

鲜水果，还能采摘、农事体验、观光旅游、

休闲垂钓……”该村贫困户郑海洋在农场

里当起了解说员。如今，该农场成了远近

闻名的网红打卡地。

“现在我的家庭农场已更名为豫枫

源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已经与北

京北方丰达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

作协议，计划2021年规模发展到5000

亩以上，让周边村的老乡们都过上在花

园里干活，果园里游玩，轻松把钱赚的

日子。”畅想发展远景，夏振飞信心满

满。

据了解，逊母口镇39个村全部建立

了返乡创业的引进、培育和扶持机制，全

程服务于产业发展。156名在外精英人

士返乡创业，创办产业126家，涉及服装

加工、手工艺品制作、电子产业加工、生态

高效农业、机械制造等领域，带动2500多

名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11月8日，在

沁阳市紫陵镇后

庄村，施工人员在

安装排污管道。

为改善农村居住

环境，紫陵镇后庄

村启动生活污水处

理试点工程，完工

后后庄村将实现雨

污水分流，并对全

村生活污水进行无

害化处理。

本报记者 杨
远高摄

2017年，太康县城郊乡村民宋振威在乡党委乡政府的支持下，流转500多亩土地种植御铭菊。每年10月至11月中旬菊花采摘

时节，基地都安排200多名留守人员到基地内务工，每人每天可挣60元~100元不等。图为11月9日，一名村民在菊花种植基地内

采摘御铭菊。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翔飞

本报讯（记者代珍珍 通讯员王赟）

11月3日，何梁何利基金2020年度颁奖

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行，对

52名为中国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作出杰

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进行表彰。我省河

南科技大学魏世忠教授、河南农业大学范

国强教授榜上有名，魏世忠教授被颁授

“2020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

新奖”，范国强教授被颁授“2020年度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魏世忠教授长期从事金属材料磨损

控制与成型技术领域研究，结合国家重大

需求，在航空航天、矿山冶金、轨道交通、

武器装备领域取得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

成果。范国强教授近30年来致力于泡桐

生物学、泡桐抗性机理、泡桐种质资源创

制与新品种培育及推广应用等方面的研

究工作，在泡桐种质资源创制与新品种培

育、泡桐丛枝病发生分子机理等研究方面

取得了国际领先的创新性成果。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爱国金融家何

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先生共同捐资

港币4亿元于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注

册成立的科技奖励基金，是目前国内规模

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其宗旨是通过

对取得杰出成就的我国科技工作者进行

奖励，在全社会倡导尊重知识、重视人才、

崇尚科学的良好风尚。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鸿雨
于战胜）11月4日，郏县首届星级（2020

年至2022年）农机专业合作社授牌仪式

举行，辖区内22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被授

星，其中五星级3家，四星级6家，三星级

13家。

据了解，为促进农机专业合作社规

范化建设，郏县在今年8月份启动了星级

农机专业合作社创建活动。评定领导小

组通过听取汇报、查看资料、实地查看

等，对报送的创建申报单位按照“爱党爱

国、制度健全、运行安全、服从管理、群众

满意”等5个方面和合作社资产、农机具

配套比、土地流转面积及经济效益等17

项星级评定标准进行审查验收，逐个量

化打分。

经过自愿申报、各乡（镇、街道）农业

服务中心初审推荐、县农机局复查复审、

会商评审、验收评定、网上公示等，授予

红伟农机专业合作社等3家农机专业合

作社为“五星级”，克峰农机专业合作社

等6家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四星级”，校培

农机专业合作社等13家农机专业合作社

为“三星级”。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郭营战
梁亚波）“今天分到村合作社红利，心里

很激动。村集体经济挣钱了，我们的水

费、卫生费都是集体给我们交的，这样的

发展模式真是好！”11月6日，汝州市温

泉镇朱寨村百姓大食堂内，刚刚领到

3400元分红钱的村民股东朱万水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说。

当日上午，汝州市首个村股份经济合

作社股东分红大会在朱寨村举行，该村120

余户村民股东喜分17.5万元合作社红利。

据了解，近年来，汝州市超前谋划、

争创示范，于2017年6月获得全国第二

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2018年

年底，完成全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工作任务，共清查集体资产49.65亿元，

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00.13万人，成

立股份经济合作社459家。朱寨村作为

该市产改试点村，在完成清产核资、成员

身份界定的基础上，率先推行股权改革，

于2018年2月28日成立股份制经济合

作社，目前已吸纳该村120余户村民加入

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发展香菇种植大棚

1580座，年创效益1000万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10日，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根据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省气象台和省环境监测中

心联合会商结果，近期我省将可能出现

两次重污染过程，11月12日下午至14

日上午，11月15日至17日，受高湿静稳

和北东部两次反复传输的影响，北中部

和西部将可能出现中度至重度污染过

程。

为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削减污染峰

值，降低污染持续时间，根据《河南省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有关要求，建议郑

州、开封、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新

乡、焦作、濮阳、许昌等10个省辖市于

11月10日22时启动重污染天气红色预

警及Ⅰ级响应，漯河、三门峡、商丘、周

口、驻马店、南阳、信阳市和济源示范区

于11月10日22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

色预警及Ⅱ级响应。

对纳入重污染天气绩效评级A级、

绩效引领和绿色发展排行榜排名靠前

以及民生保障类的企业，在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的情况下，原则上鼓励企业实施自主

减排和仅准许从事特定保障任务的生

产经营；其他企业应严格按照2020年

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实施相应级

别管控措施。应急抢险、重大民生工

程和重点项目，在严格落实“六个百分

之百”施工要求的前提下，可正常施

工。疫情防控物资运输车辆开通绿色

通道，正常运输。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席瑞
娜）11月6日至8日，首届“中国· 道口

锡器文化节”在滑县道口古镇举办，来

自全国各地的锡器文化专家、业内人

士、锡器传承人以及社会各界群众共2

万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滑县道口锡器手工业从冶锡工艺

造型制作工艺,乃至生产量上在经过近

300年的积累后已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1915年,道口锡器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展出。

本次中国· 道口锡器文化节共有锡

器区、非遗区、古玩区三大展区，除了锡

器外，来自河南13个地市32家非遗项

目和滑县本地特色的33家非遗项目也

应邀参展。

滑县县委书记、县长陈忠谈道，本次

活动以“弘扬锡器文化，打造文旅品牌”

为主题，旨在通过实践活动，让更多的人

了解锡器，进一步传播锡器文化，宣传

推介中国手工锡器文化品牌，不断探寻

传统文化产业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滑县推动锡器文化发展

本报讯 近日，尉氏县庄头镇进行

2020年第三季度党建暨脱贫攻坚观摩活

动，本次观摩活动由庄头镇党委书记宋领

安带队，其他班子成员及行政村党支部书

记参加，通过各村党支部书记汇报、资料

查阅、实地查看，对各村的党建工作、人居

环境及产业发展进行了观摩、评比。

宋领安表示，要统一思想，把工作抓

在平时，干在平时，保持良好的长效机制，

发挥党员、群众代表的带头作用，多举办

“好婆婆”“好媳妇”“五好家庭”等评优评

先活动，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打造乡风

文明的幸福乡村，通过交流、对比，各村形

成了比、学、赶、超的工作氛围，进一步加

强了村级党建引领工作、美丽乡村打造、

脱贫攻坚等。 （郑月霞）

尉氏县庄头镇比学赶超
为乡村振兴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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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农民王金刚 山旮旯里的追梦人

太康县逊母口镇畅通返乡创业渠道引凤归巢

“精英老乡”带富“本土老乡”

□本报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封德王玉贵

立冬过后，位于豫陕交界地带西峡县

西坪镇后塘沟村寒气袭人。11月10日一

大早，习惯于早起的王金刚就麻利穿衣起

床，趁天还没亮就来到院边坡坎下的香菇

棚里，逐个收拢罩在香菇大棚上的遮阳网。

“昨晚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让棚

温升高点，能出花菇。”王金刚说。一个小

时时间，4个香菇大棚的遮阳网全部收拢

完毕，在妻子李春兰的呼喊声中，他回家

吃早饭。

1976年出生的王金刚，人和他名字

一样，黝黑的脸庞上透露出坚韧和刚强，

全家六口人，他是顶梁柱，70多岁的父母

都是聋哑人，二人生活处于半自理状态；

大儿子初中毕业，小儿子正上初中三年

级。

2016年，王金刚家被列入贫困户行

列。“想想都丢人啊，咱不缺胳膊、不缺腿

儿的，让国家来照顾！”撂下饭碗，王金刚

挠着头羞愧地说。

为了尽快摆脱贫困，王金刚和妻子李

春兰商定：养羊、种香菇！说干就干，从那

年开始，他利用到户增收款和积蓄买回了

10只羊、种植了5000袋袋料香菇，2017

年，他家顺利脱贫。养羊，他一天两晌到

坡上放养，目前已经发展到26只；种香

菇，他总结出夜里16℃~18℃是出菇的最

好温度，今年种植了8000袋。辛勤的付

出，换回了美好的回报。

后塘沟村距西坪集镇18公里，山大

沟深，野生资源俯首皆是，桐子、木灵芝、

天麻、五味子满山都有。放羊的间隙，王

金刚捡桐子、拽木灵芝、捋连翘、捆干柴；

夜里圈好羊，伺候二老休息之后，他就抡

起锄头翻地种菜、点土豆、播玉米、栽红

薯。耕耘带来收获，秋天里，每年红薯窖

里就装满了2000多斤红薯，家里粮仓里

的玉米已经盛不下，仓外的编织袋还摞了

十多袋，菜园里豆角、南瓜、白菜、芹菜、大

葱、番茄等各种新鲜蔬菜长势喜人。“自己

种，不用花钱买，就是省钱和挣钱啊。”居

家过日子，王金刚是个精明人。

“这一年下来，卖桐子、卖木灵芝、卖

连翘、卖天麻、卖干柴给豆腐房共收入3

万元，再加上卖香菇卖羊收入、做生意收

入、学校免的费用、老人的吃药报销、各种

扶贫补助，估摸应该有10万元了。”王金

刚笑嘻嘻地说，“别人奔小康，我也要奔小

康，咱不能辜负现在的好时代。”

王金刚说的做生意，是机灵的山里人

特有的生财之道。每年秋天，后塘沟一沟

两边到处是成熟的山茱萸果，根据事先和

客商的约定，每天晚饭后，他就开上三轮

车到邻近的八个组收购当天人们采摘的

鲜果。“人家让我代收，一斤抽一毛钱手续

费，我一晚上两个钟头收1000斤，第二天

早上人家来拉走，现金结算，我能挣100

块钱手续费，这一季下来，落个小一万块

肯定没问题。”王金刚说。

屋后坡上野猪多，地里的红薯夫妻俩

抽空挖回后，堆放在客厅的竹篓内。午饭

后，王金刚和妻子合力把刚刚从地里挖出来

的红薯系下红薯窖，码垛放好，爬出窖口，用

石板半掩窖口。“喂，嘚儿……嘚儿……”王

金刚吆喝着羊群，甩起羊鞭赶着羊群上了

山。

夕阳西下，从山上放羊回家的王金刚

关好羊圈门，提着竹篮和妻子一块儿走进

香菇棚采摘当天的鲜香菇。“今晚上，你熬

夜把这些香菇剪好，菇脚、菇柄、菇伞分开

搁，我去五组、六组收山茱萸果，10点前

就回来了啊。”王金刚说罢话，随即发动三

轮车，马达的轰鸣声伴随着耀眼的车灯即

刻消失在门前的山坳里……

汝州市朱寨村 17万元集体经济红利分股东

我省两位学者
荣获何梁何利基金奖

近期我省将可能出现两次重污染过程

郏县评选出22家星级农机专业合作社

选好“领头雁”配强“当家人”
（上接第一版）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级组织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联系

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能否做好换届工

作，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社会和谐

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描绘了美好蓝图，开启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把全

会精神在中原大地落实落细，需要各级

组织自觉肩负起责任，尤其需要坚强的

基层班子带着干、党员干部带头干。通

过换届把村（社区）“两委”班子调整优

化、把党组织带头人选优配强，全省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就有了坚实支撑，我省

“十四五”时期发展就能开好头、起好

步。

我省乡村面积大、社区人口多，省

情决定我省村（社区）“两委”换届任务

更重、要求更高。村（居）委会数量居全

国第三，涵盖4.5万多个村、6000多个社

区，涉及20多万名基层干部……做好换

届工作我们责无旁贷。如果每个村级

组织都建强了、每名党员干部的先锋作

用都发挥好了，奋斗“十四五”、建设现

代化河南就有了坚强保障。

当前，我省村（社区）“两委”换届各

项准备工作进展有序，试点工作取得阶

段性成效。但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条件下，组织好换届工作需付出更多

努力，必须把握重点关键，加强组织领

导，确保换届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换好届，关键在坚持党的领导，牢

牢压实责任。换届选举的每一关、每一

环、每一步都彰显着民主和法治，要把

加强党的领导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建立省市县乡（镇）党委一级抓一级、一

级带一级、层层抓换届的责任链条，确

保换届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换好届，关键在坚持正确导向，着

力选优配强。只有坚持从村情实际出

发、从长远发展出发、从岗位适应性出

发，严把政治关、廉洁关、能力素质关，

突出“治穷”选能人，扭住“治乱”选硬人，

着眼“振兴”选贤人，才能将选举这一程

序性届满人事变更，与乡村振兴、基层

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

换好届，关键在坚持依法依规，做

到严格规范。村（社区）“两委”换届的

政治性、政策性、程序性都很强，要把严

格依法依规办事作为一项重要换届纪

律，细化操作、规范流程、严格执行，确

保法律法规不变通、政策执行不走样、

程序环节不出错。

建设现代化河南，基层基础是支

撑。让我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高质量推进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过

硬、全面提升，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11月10日，

由河南省科协主办，河南省电子商务协

会、郑州国家干线公路物流港建设开发

投资有限公司、郑州市联合商务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的“江河对话”之直播电商

助力乡村振兴论坛在郑举行。省内大

中专院校电子商务专家学者、国内外直

播电商行业专家以及我省各地的第一

书记、电子商务扶贫带贫企业代表等

140余人参加活动。

河南、上海两地有着不同的文化气

韵和产业结构。河南省电子商务协会

等单位借助“直播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主题，搭建了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地

专家的交流平台。在论坛上，豫沪两地

专家就培育豫沪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

等方面开展对话，进行交流。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所研究员、博士后导师、长

江学者胡钧教授以《科学理水助农业，

重塑绿水青山》为主题，从我国治水文

化、治水技术发展，生态农业发展历程、

发展方向，取得的成效等方面系统阐述

了发展信息技术，助力生态农业、智慧

农业发展。

“江河对话”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