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郜利
伟史如月）12月24日，滑县自然资源局

不动产登记中心在滑县农商银行营业

部设立了一个便民服务点。

滑县把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

设在银行，推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创

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群众和企

业办理抵押贷款业务时，只需在便民服

务点就可分别完成不动产登记信息自助

查询、不动产抵押登记办理和贷款业务

审批，让群众享受到“只跑一次腿，只进

一扇门”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滑县农商银行行长常军伟说，不动

产登记便民服务点的设立，实现了银行

与不动产登记中心“零距离”，极大地方

便了企业和群众。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高培）

12月28日，记者从临颍县获悉，该县县

委巡察办实行巡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全周期“监督闭环”。

据悉，临颍县从纪检监察、组织、审计

等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中按照1∶2∶3的

比例选拔一批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组建

巡察组组长库、副组长库及巡察干部人才

库，为巡察工作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和技术

支持。目前，入库人员达到213名。

在此基础上，该县建立会议协商机

制，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建立线

索优先办理机制和日常协调机制，建立

紧密工作联系、信息共享、情况互通机

制，提升了巡察监督实效，形成巡察工作

合力。巡察以来，共向县纪委监委机关

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发出了解被巡察单

位有关情况的函437份，有力地增强了监

督实效。

目前，临颍县已高质量完成全县367

个村（社区）巡察工作，发现问题总数

4306件，边巡边改问题261件，解决民生

领域突出问题87件，软弱涣散村（社区）

党组织转化25个。

临颍县“联席机制”促巡察提质增效

滑县农商银行

提供“一站式”抵押贷款服务

本报讯（记者李萌萌 通讯员孙伟
民）12月29日，记者从鹤壁市淇滨区了

解到，淇滨区黎阳路街道按照“党建+扶

贫”的思路，与大河涧乡小河涧村结成帮

扶对子，把党建与扶贫同部署、齐推进，

以党建促精准脱贫。采取“一名分包领

导+一个社区支部+一个企业+一名扶贫

责任人”帮扶一户贫困户的“四帮一”工

作模式。成立“心连心”扶贫工作队临时

党支部，街道领导班子、扶贫队员、9个社

区党支部书记、12家辖区爱心企业、志愿

者组织150余人参与帮扶活动。

该街道帮助小河涧村高标准建设了

党群服务中心，实施了“安全饮水工程项

目”，建设了垃圾集中存放点，加强了基

础设施建设，使村里基础设施得到明显

的改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全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221户696人全部脱贫。

网格化管理整治村容村貌
西峡县寨根乡以村为单元，整合

护林员、保洁员、生态护林员、河道保

洁员和公益岗人员“五大员”。通过实

行网格化管理明确护林员为每个网格

的责任人；实行定期督导检查，实行

“周通报、月评比、季考核”制度；加大

奖惩力度，通过表彰先进，鞭策后进，

兑现奖惩。 （朱红强）

建立贫困户户容户貌保洁长效机制
西峡县寨根乡以“评、比、亮”活动

建立贫困户户容户貌保洁长效机制。

“评”，评出干劲，坚持奖优罚劣、重奖重

罚；“比”，比出尊严，让贫困户自己比；

“亮”，亮出荣辱，亮成绩、晒结果，在村、

组、户公示。通过评比亮、晒，贫困户

积极性空前高涨，户容户貌改善明

显。 （朱红强）

产业扶贫催开乡村“致富花”
近年来，西峡县寨根乡以党建为

统领，以建立产业扶贫长效机制为抓

手，采取“党建+产业发展+基地+农

户”模式，在方庄村、寨根村等连片发展

食用菌基地上千亩，袋料香菇生产规模

1500万袋。同时，寨根乡通过招商引

资，对鲜菇、干菇进行加工出口，香菇成

为该乡农民群众增收脱贫的“致富

花”。 （孙雪刚）

12月24日，在清丰县谢里固村，濮阳市乾雨挂面厂的女工在包装挂面。近年来，该挂面厂相继安置80多名当地农民

进厂务工，其中贫困户25人，人均月工资2000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柳峥
张德有）今年以来，邓州市纪委监委在

开展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六进”活动中，

让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动”起来。

按照河南省廉政文化“六进”标准，

从今年4月份开始，邓州市点面结合，大力

传播廉政文化。市纪委机关示范带动，全

市上下积极参与，在机关院内、走廊、城乡

公园等地方设置廉政文化宣传板1000余

块，在清风邓州微信公众号设置廉政文化

“六进”活动专栏，对党员干部树立廉洁自

律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该市充分发挥省级廉政教育基地

花洲书院的作用，组织全市党员干部

8000余人分批次到花洲书院参观、学

习、讨论，开展廉政微党课活动。

“我们将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廉政

文化宣传教育‘六进’活动，让党员干部

从灵魂深处受到教育。”邓州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联咏说。

本报讯 许昌学院自11月中旬开

始，在全体党员干部和教职工中开展了

以“学法守纪·廉洁敬业”为主题的反腐

倡廉教育月活动。

全院教职工在活动中，学习了公职

人员政务处分法，组织2020年新提任

处级领导干部近60人赴河南廉政文化

教育馆参观学习，通过中国古代廉政文

化、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新时代

河南全面从严治党成果等主题展厅中

生动的图片、塑像、视频和典型案例，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强化法治思维，依法履

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各基层

党组织结合专业特色开展廉政书法、绘

画、摄影、征文、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的

教育活动。

该院纪委表示，今后每年都要集中开

展主题教育，建立常态化党风廉政宣传

教育工作机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和立德树人的育人环境。（王明华）

本报讯 汝州市连续三年举办党务

干部培训暨党内统计年报培训班，通过

“四个集中”跳出统计抓统计，提高了党

内统计工作效率和年报质量。

该市采取集中培训、集中办公、集

中审核、集中反馈的方式，将全市各单

位100多名党务干部分为16个小组，实

行组长负责制，搞好传帮带，促进党务

干部的集中学习和业务交流，推进党内

统计年报高质量完成。 （黄鹏阁）

本报讯“自从装上了路灯，俺晚上

下班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啦！”12月 25

日，在汝阳县柏树乡华沟村江龙吨包中

心厂上班的村民李大姐说。

柏树乡地处汝阳县西大门，长期以

来，仅有个别路段装有路灯，多数路段

一片漆黑。交通安全隐患问题引起柏

树乡党委乡政府的高度重视。2020年

11月，柏树乡筹资51.4万元，投入人力

60余人次，车辆10台次，实施了全乡重

点行政村乡道亮化工程。

（康红军王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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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州市

“四个集中”抓好党内统计

汝阳县柏树乡

实施乡道亮化工程

淇滨区黎阳路街道

“党建+扶贫”助脱贫户持续增收

邓州市廉政文化“动”起来

许昌学院

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月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法制报社联合

省政法机关举办的2020年度河南“十大

政法新闻”“十大法治事件”评选活动结果

揭晓，“全省政法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积极谋划推动政法

工作高质量发展”等获评年度“十大政法

新闻”；“司法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等获评

年度“十大法治事件”。

据介绍，年度河南“十大政法新闻”

“十大法治事件”评选活动，自2010年开

展以来已经连续举办11届，评选活动受

到全省政法系统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

持，广大政法干警和社会各界读者、网友

通过多种方式热情参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岳明荆锐）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郑明
歌）“我买100斤小米”“我要70斤粉条”

“再来40斤土鸡蛋”。12月30日，郑州

公交第二运营公司组织管理人员到荥

阳市刘河镇架子沟村开展“以购代捐”

消费扶贫活动，集中采购贫困户生产的

农副产品。

据了解，这是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

司第二次来到架子沟村开展消费扶贫

活动。本次消费扶贫活动帮助贫困户

销售近400斤小米、近200斤粉条、100

斤土鸡蛋等农产品，价值10000多元。

本报讯（记者孙高成）12月30日，

河南日报农村版、民进郑州市委会、新乡县

盐业公司在郑州郑东新区七里河公园慰问

环卫工人和绿化工人，赠送食盐9.6吨。

民进郑州市委会长期开展教育扶贫、

送课下乡、捐赠图书等社会服务活动。在

疫情期间，民进郑州市委会还积极组织会员

捐赠了3000个高标准医用口罩、6吨酒精、

192个护目镜和9.408万元现金。新乡县

盐业公司经常开展社会帮扶工作，在焦作、

安阳等地向环卫工人和贫困户捐赠食盐。

郑州公交第二运营公司

“以购代捐”让扶贫更有温度

2020年度河南政法
“双十新闻”出炉

9.6吨食盐
赠郑东新区环卫工

□本报记者王东亮马丙宇王旭

人说，村干部难当，上头千条线，基层

一根针，村干部就是基层的基层。要当好一

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对一个男同志来说都很

不容易，一个女同志要挑好这副担子，自然

要面临更多的艰难。然而，原阳县葛埠口乡

朱柳园村党支部书记李爱真不仅挑起了这

副重担，而且干得很出彩。最近，村里换届

选举，李爱真又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村里工作千头万绪，得抓住关键，党

建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在朱柳园村，“三

会一课”成为村里加强学习、处理各种事

务的重要载体，不是形式，更不是应付。

村党支部一周两次会议，一月一次党

员活动。义务打扫卫生，绿化种树，出去

考察学习，等等，党员活动都有实实在在

的内容。记者在党员活动室随手翻开会

议记录，一页页的记录笔迹工整，大事小

事记得详细、清晰。党员分包、联户扶贫、

网格化管理、“红分”管理，各项工作党员

干部带了头，接下来就好开展得多。

朱柳园村临着干线公路，人流量很大，

今年疫情期间，党员干部轮流值班。值班点

太冷，李爱真自掏腰包买来一台新空调装

上。有一天下大雪，村民看到值班党员坚守岗

位，感动地说，你们太辛苦了，让我们替替吧。

刚开始有七八个人参加值班，后来，

陆续有老党员、村民要求加入，参加值班

的队伍壮大到30多人。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涉及占地的事

儿往往比较棘手。京珠高速从朱柳园村穿

过，路两边的绿化带先后占村民土地100多

亩，李爱真和村干部们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

按期完成了征地任务。今年高速收费站搞

绿化造型，又涉及几个果园，其中包括李爱真

孩儿的大伯5亩多正值盛果期的果园。任务

下了，还得自己去做。突破口就是孩儿的大

伯，李爱真不厌其烦地做通了孩儿的大伯的

工作，其他几户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无论是征迁绿化，还是村子周边单位

的关系协调，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发展

集体经济，李爱真样样干得出色，她的工

作不仅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更得到了老百

姓的称赞。

近几年，一到农历十一月底，村里的

大喇叭就会通知，村晚又该报名了。排节

目，练舞蹈，整个腊月村里都是热热闹闹

的。今年农历小年，上午演出，有快板、舞

蹈、歌曲等节目十几个，表演的演员有60

多岁的，还有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村晚上

还表彰了孝老敬亲、勤劳致富、光荣脱贫、

卫生光荣户30多户。中午熬大锅菜，吃

饭的有200多人，其乐融融。

李爱真的儿子在上大学，女儿平时在

学校吃住，两周回来一次，她的丈夫弟兄

三个，轮流照顾卧床的婆婆。除了轮到照

顾婆婆的日子，她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村

里的大事小事上。搞水电安装的丈夫到

家也不像其他男人一样，能吃上个热乎

饭，过去也埋怨过，说她有官瘾，现在也习

惯了，不指望她操持家务。

李爱真管过计生，管过账，2015年接

任村支书。每天清早，她8点钟走不到村

委会就感觉像小学生迟到了一样。说到

当女干部的难处，李爱真说，和男同志相

比，各有优势。女干部不像男同志养家糊

口责任重，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到工作上。

女支书李爱真

□本报记者刘婷婷文/图

吕妙霞，是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京孟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

她是一名农家女，九岁时父亲突然病

故，生活的艰辛让她过早学会了能吃苦、

敢担当、乐奉献！1989年春天，她和爱人

一起离开故土到北京去谋生干水果生意，

一干就是20年。通过打拼，他们买上了

车，有了房子，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2009年回老家孟津过年，看到村里

很多姐妹依然是辛苦地依靠传统农业

为生，依然生活拮据，当时深深地触动

了吕妙霞。她暗下决心，把自己的所学

带回家乡，报效社会，和姐妹们一同走

致富路。

2009年3月，吕妙霞顶着家人反对

和乡亲们质疑的目光，在洛阳市孟津县送

庄镇朱寨村以每亩每年1000斤小麦的价

格承包了150亩土地开始种草莓，她从

山东聘请了两名草莓种植技术员，建起

67个反季节草莓种植大棚，还给基地起

了个响亮的名字：十里香草莓基地。附

近村里的留守妇女成为她基地的主力

军，变身“上班族”。通过多年的发展，卓

有成就。当看到村里的贫困群众依然过

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就想起总书

记说的“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她决

定让贫困群众到草莓基地务工，工资日

结日清，很快就吸引了众多贫困劳动

力。目前，已安置贫困群众固定工120

人，季节工500余人。面对记者，吕妙霞

骄傲地说，在基地务工的贫困群众都是上

班族，早上来大棚里上班，下午忙完还可

以回家干农活。

一转眼11年过去，吕妙霞共流转土

地1320亩，加上辐射带动的32个基地，

土地面积达3万多亩，建起了十里水果种

植长廊，带动留守妇女就业5000多人，帮

助176户贫困户成功脱贫。30年间，她帮

助了周围一大批姐妹树立起了创业致富

的信心与决心，靠着勤劳的双手，姐妹们

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记者在白鹤镇鹤西村见到村民蔡爱

云，她今年58岁，和丈夫都是聋哑人。10

年前，他们家在村里是出了名的贫困户，

两个儿子，没有房子。2011年吕妙霞鼓

励她种草莓：“当时我给蔡爱云保证，缺资

金我先垫，缺种苗我免费送，缺技术我免

费指导，果子成熟我负责销售。蔡爱云放

下顾虑，当年就建起了5个大棚，大获成

功。”吕妙霞说。

在外打工的两个儿子看到蔡爱云夫

妇种草莓的成果，返乡和父母一同干。以

前靠种传统的庄稼，一家人收入不足

3000元，现在，这家人种草莓每年收入30

万元以上，两个儿子都娶了媳妇，一家买

了三辆小汽车，盖起了四层小洋楼，蔡爱

云逢人就说，妙霞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更

可喜的是富起来的蔡爱云又带动了一批

邻村的贫困户致富。

54岁的蔡巧云，是白鹤镇范村人，最

开始她在吕妙霞公司打工，后来她跟吕妙

霞讲了家里的情况，家里太穷太难，两个

儿子还没有娶媳妇，她和村上的妇女们闲

着没事干，也没有地方赚钱，吕妙霞当即鼓

励她种草莓，依然是没钱给她先垫，缺水缺

电她帮忙，后来蔡巧云种了15个大棚，一

年收入50万元以上。如今，蔡巧云在县城

给两个儿子买了房子，两个儿子都结了婚，

买了汽车，全家带上婆婆一大家子11口

人，日子过得幸福和谐，人人羡慕。蔡巧云

说，要不是妙霞帮我，这一辈子做梦都不敢

想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还有乔秀霞、李

莉、李丽红、闫爱景、崔爱红等。当地百姓

给她起了“草莓西施”的绰号。很多人在

她的帮助下实现了脱贫致富，县委领导说

“妙霞这个‘草莓西施’，是我们孟津帮扶

脱贫的一张名片”。

现在吕妙霞的合作社周边村里的姐

妹们有钱赚、有活干，还能以身作则教育

孩子，家庭和睦了，民风大大好转。近年

来，“十里香”草莓基地先后被评为全国残

疾人培训示范基地，全国巾帼建功岗，河

南省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示范基地，河南

省返乡创业示范基地，河南省龙头企业

等。一路走来，在各级政府和妇联的关注

支持下，吕妙霞个人先后被选举为全国第

十三届人大代表、中国妇女十二大代表，被

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巾帼建功先进

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河南省劳动模

范等荣誉称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

守初心，产业扶贫，授人以渔，增强造血功

能，带领更多的姐妹学好本领自立自强，在

乡村振兴中撑起半边天！”吕妙霞说。

草莓基地正在成为洛阳市民休闲度

假的好去处。

小草莓成就脱贫大事业
——孟津县返乡农民工吕妙霞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故事

巧媳妇吕妙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