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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宗永刚
李智虎)12月15日，工人在爱琴海购物公

园项目工地紧张施工，投资8.2 亿元的爱

琴海购物公园项目是濮阳市、区两级重点

招商项目。

“华龙区作为主城区要全力优化营商

环境，展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姿态，争当高

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濮阳市华龙区委副

书记、区长丁国梁说。

该区以提振干部职工精气神、展现

干部职工新形象为切入点，开展了传唱

《担当之歌》、担当大论坛等系列活动，

大力营造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

厚氛围，激励干部职工在经济社会发展

的第一线担当作为，在化解矛盾的最前

沿克难攻坚，为华龙区高质量发展增光

添彩。

该区先后出台了《优化营商环境四十

条措施》《支持中小微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二十条措施》等，推行“马上兑”政策清单

制度，实现惠企政策落地清零，在首届“濮

阳企业家日”庆祝大会上，为涉及首批“马

上兑”事项的20家企业兑现补贴资金230

余万元。设立3000万元工业发展专项基

金和500万元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并

协调金融部门设立2亿元过桥担保资金，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此外，该区还推出首席服务员制度，

选派63名优秀科级干部，派驻75家企业，

做好服务企业的惠企政策宣传员、安全生

产提醒员、问题协调员、党建指导员和营

商环境监督员。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探索

纾困解难“华龙模式”，能解决的立即解

决，不能立即解决的由区委营商办梳理分

类，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确保事事有着落，

件件有回音。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宋会
杰 李炳辉 张金红）12月15日，十余只

白天鹅在洛河宜阳西段洛邑七彩生态

园景区驻足休憩，这也是白天鹅第6

年来到宜阳，它们时而潜水啄食，时而

追逐嬉戏，为冬日的宜阳增添了几分

灵动。

近年来，宜阳县按照“四河同治”要

求，立足水资源优势，做好以水“润”城文

章，以洛河生态景观带为主线，串联城

市河湖、沟渠，让水系畅通起来、循环起

来、流动起来，着力打造山水宜居城市。

洛河流经宜阳县 8镇 68个行政

村，由西向东62公里。为提高洛河宜

阳城区段防洪标准、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该县对洛河和两岸滩地进行综合治

理，实施了堤防加固、绿化、亮化、疏浚

等六大类工程项目，使县城中心形成了

2万亩堤绿水美的景观。同时，该县还

启动了洛河宜阳西段生态治理项目，对

县城以西36.5公里河道分三期进行生

态治理，通过实施河堤加固、景观绿化

等工程，构筑起洛河水生态产业带。

该县还全面推行县、乡、村三级河

长制，并建立县级河长和水利、公安、自

然资源等部门共同参与的“1+N”巡河

机制，定期现场巡河解决岸线管理、河

渠清理等问题。

“治理河渠，最终目的是造福群

众。”宜阳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

还实施了城区水系工程，打造“一水润

城、五渠连通、十街共建、八湖共融”的

山水宜居城，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

如今，宜阳沿洛河景观带广场上随

处可见晨练的人们，优美的音乐应和着

清脆的鸟鸣，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宋乐）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

出，要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保障粮食

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12月22日，漯河市农机推广

服务中心主任郭东升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将进一步普及农业机械的应用，以标

准化引领农机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以来，漯河市创新性地提出

了“防尘、抑尘、控尘、降尘”农机收获扬

尘治理模式，破解夏秋农机收获作业扬尘

治理难题，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因此

荣获了小麦收割机和还田机降尘装置两

项实用新型专利，加装新技术降尘装置的

小麦收割机比没有加装降尘装置的平均

粉尘浓度下降3.4倍，得到省农机收获扬

尘治理课题专家组充分肯定。

2020年，漯河市在全省率先破解夏

秋农机收获作业扬尘治理难题，在全省乃

至全国率先实现整市制推进，开了绿色农

机先河。

由此而来的是，省污染防治攻坚办专

门为漯河拨付资金，用于降尘装置的研发

和推广应用；省生态环境厅为推广漯河经

验，委托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制定省

级地方标准以便向全省推广应用，主导起

草的《河南省小麦机械化收获扬尘治理技

术规范地方标准》经过专家多次研讨、论

证，一次性通过专家评审，7月23日由省生

态环境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

不仅如此，漯河市农机推广服务中心

还承担“农业农村部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

化收获技术集成示范”“ 河南省玉米籽粒

联合收获机械化技术试验示范”项目。为

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玉米产业高质量发

展，该中心成立科研攻关小组，采取政策

拉动、项目推动、示范带动，从品种筛选、

播种、收获、烘干等环节进行技术试验论

证，形成了成熟的以“玉米籽粒直收机械

化收获技术”为核心的集成技术模式。

去年10月8日，国家玉米良种重大

科研联合攻关暨籽粒低破碎机收技术现

场会在漯河市举办，通过“机收品种+高

效栽培+机械收获+机械烘干”四结合的

展示平台，大规模、立体式、全方位展现了

一批玉米好品种、好机械、好技术，真正实

现了良种、良法、良机深度融合，有效解决

了玉米生产薄弱环节的难题，漯河市已成

为黄淮海玉米籽粒直收机械化技术的支

撑区域和辐射源点。

“今年9月29日，国家农业十大引领

性技术之玉米籽粒低破碎机械化收获技

术和玉米密植高产技术（黄淮海夏玉米

区）现场观摩会在漯河市召开，这加快了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并大面积、大范围推

广应用。”郭东升说，今年全市玉米粒收面

积66.65万亩，粒收率达到55.26%，远高

于去年全省12%、全国5%的粒收水平。

目前，漯河市粮食机械烘干能力达

50%以上，远高于全国不到10%的水平。

亩均节本增收150元以上，实现农民年增

收超亿元，玉米籽粒直收成为全国玉米粒

收“排头兵”，实现了标准化引领农业高质

量发展。

□本报记者宋朝

豫西农民老高今年被自己的十几

亩花椒剌伤了。

三年前，村里组织大家到山西等地

参观了当地农村的花椒种植，随后发展

花椒种植被确定为本村产业结构调整、

助农增收的项目，参观学习、眼见为实，

让五十多岁的老高开窍了，把自家的十

几亩粮田全部种上了花椒树。

2019年，花椒树第一年有产量，一

亩地收干花椒40多斤，当年每斤干花椒

售价60元左右，老高小有收获。今年花

椒产量上来了，每亩地收干花椒超过了

200斤，谁知道价格降到了每斤20多

元，老高的增收期望一下子降到了沟

底。

小小的花椒已经开始捉弄种植户

了。

眼下的乡村，助农增收一直是村、

镇、县、市干部关心的话题，决战脱贫攻

坚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随后的乡村

振兴群众关心就是“鼓起钱袋子”了。

如何理性助农增收，基层干部每个

人都要在脑子里打几个问号。

这几年花椒种植面积疯狂增长，千

亩方、万亩方随处可见，连贵州都有了

30万亩的花椒产业县；尤其是耕作条件

相对较差的丘陵山区，整村放弃种粮改

种花椒的现象很普遍。

花椒有多少用途？一位研究花椒

的教授说：花椒的用途主要是调料，有

少量药用；消费范围主要在国内，走出

国门的花椒基本上也是进入国外的中

餐馆；至于养生用途，用量可忽略不计。

面积无限增长、产量逐年提高、用

途基本固定，价格不下来才是怪事。

助农增收的大方向没错，带领群众

外出参观学习也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调动群众致富积极性的手段，号召灵

了、群众应了、事也干了，如果结果让人

担心或者失望，势必会削弱基层干部在

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

须知：农产品市场基本无法计划，

如果一味打无准备之仗，变化突如其

来，结果只能是丢盔卸甲。

须知：常规说法是规模出效益，但

规模也是容易出问题的。

现今的农民依旧弱势，挣起赔不

起。参观学习应该学到骨髓里，照搬、

复制、东施效颦，遭遇风险、让农民自担

风险都不是每个基层干部的初心。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22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获悉，近日省教育厅相关

负责同志到哈密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十三师看望慰问援疆教师，考察调

研教育援疆工作，并就援疆教师选派、

教师培养培训、教改课题立项等多个方

面与哈密市和十三师签署对口支援协

议，助力教师队伍建设。

据悉，2011年河南对口支援哈密市

和十三师以来，累计投入教育援疆资金

9.2亿元，新建、扩建各级各类学校69

所，新增校舍38.1万平方米；累计选派

援疆教师874名、实习支教大学生1482

名，多种形式培训哈密市和十三师教师

6117人次。今年以来，省教育厅扩大援

疆教师选派规模，深化“组团式”教育援

疆，启动实施“双百计划”，建立中原名

师工作站，开展名师培育，加强教师培

养培训，助力哈密市和十三师教师队伍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雷小
军）12月22日，中国曲协文艺志愿服务

“送欢笑”活动走进鲁山县专场演出在

该县尧山广场进行，相声、二人转、歌曲

等节目依次登场，多位曲艺名家联袂为

群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当日上午10时，演出在白军选表演

的河洛大鼓《黄河魂》中拉开帷幕，徐

涛、郭威表演的相声《写作平行线》为观

众带来了欢笑，韩延文的一首《我的祖

国》引爆全场，范军、明男男表演的相声

《新学电台》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了解，自2005年4月中国曲协举

办“送欢笑到基层”惠民活动，至今已走

过了15年。15年来，一大批艺术家和

曲艺工作者汇聚在一起将精彩的节目

送到千家万户。此次演出由中国曲艺

家协会、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主办，中共平顶山市委宣传部、

河南省曲艺家协会、平顶山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平顶山市文联、中共鲁山县

委、鲁山县人民政府承办。

中国曲协鲁山“送欢笑”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珊 付
忠于）“‘十三五’以来，汝南人民生活年

年都有新变化，我们在农村建立了集中

供养、重度残疾人托养、居村联养、乡镇

卫生院医养、亲情赡养、邻里助养、‘互

联网+居家养’等七种覆盖全体农村特

困人员的供养方式，以发展力度提高民

生温度，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的目标基

本实现。”12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第

八届中国民生发展论坛上，驻马店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汝南县委书记彭宾昌

自豪地说。

本次论坛发布会上，汝南县可视化

健康养老服务平台项目经过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被评为“2020民生示范工程”。

“十三五”以来，汝南县把养老事业

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形成了以“县

级中心敬老院为龙头，乡镇中心敬老院

为依托、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

中心托养为补充”的多重养老服务体

系，嵌入“系统+终端+老人+服务”的智

慧养老服务模式，解决痛点和难点问

题，为推动全县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汝南县县长刘军民介绍，近年来，

汝南县累计投入2740万元对全县19所

农村敬老院实施适老化服务提升改造，

实现了院内环境花园、游园、菜园、果

园、养殖园“五园”合一，室内统一安装

远程智能管理系统，统一安装冷暖空

调、电视等“13个统一”，提升改造后的

农村敬老院，真正成了特困人员颐养天

年的“幸福乐园”，有5900多名老人入住

敬老院，18000多名老人享受了高龄补

贴。

汝南可视化健康养老服务平台
获评“2020民生示范工程”

调整产业结构要理性

记 | 者 | 观 | 察

我省累计投入教育援疆资金9.2亿元

漯河“藏粮于技”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宜阳县 立足生态优势 打造宜居城市
华龙区 聚焦企业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

脱贫之后防返贫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防止发生规模
性返贫现象。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完成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突

出问题就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绝对贫
困基本消除之后，中国将进入解决相对贫困
的发展阶段。

由于农村贫困人口生计的脆弱性、兜底
保障的有限覆盖率以及贫困线的变动性，现
有扶贫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并不意味着

农村贫困的终结。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
困具有人口基数大、贫困维度广、致贫风险高
等特点，并在持续增收、内生动力等方面面临
诸多难点。因此，无论是筑牢防止返贫致贫
防线，还是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都需要巩固
住、拓展好脱贫攻坚成果。 （本报综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关注注

强化对产业发展加工、销
售环节的支持力度，增强贫困
地区产销结合发展水平。

重视发展有特色的“一村
一品”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对
贫困户增收带动作用明显的
产业。

重视脱贫群众收入之外
的福利改善。

优先推动教育、医疗、文
化、就业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

激活低收入群体内生动
力，提高其自主发展能力。

2014年年底，国务院扶贫
办公布全国832个贫困县名
单，分布在22个省份。2020
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
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这标志着全国832个贫困
县全部脱贫摘帽，全国脱贫攻
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

6年间，我省53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9484个贫

困村实现退出，651.1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距离
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河
南仅一步之遥。

1 2 3
如何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政策

增强政策的延续性和制
度化。贫困县脱贫摘帽后，在
一定时期内国家原有扶贫政
策保持不变，支持力度不减，
留出缓冲期，确保实现稳定脱
贫不返贫。

如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如何防止脱贫人口再返贫

新华社北京12月22日电 乡村振兴促

进法草案二审稿22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拟健全防止返贫

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

机制。

此前的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一审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有的意见建议增加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建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

机制的内容。对此，草案二审稿修改为：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

展能力，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健全防止返

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

效机制，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在加强乡村无障碍设施建设和农村建房

管理方面，草案二审稿增加了加强乡村无障

碍设施建设，以及强化新建农村住房规划管

控，严格禁止违法占用耕地建房的规定。

此外，草案二审稿还增加了国家完善粮

食加工、储存、运输标准，推动节粮减损，提高

粮食加工出品率和利用率，防止和减少粮食

浪费的规定。

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
拟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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