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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注定会在岁月的坐标上刻

下光辉的印记。

外部环境严峻复杂，新冠肺炎疫情严

重冲击。面对艰难险阻，全省上下牢记总

书记嘱托，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

奋斗，砥砺前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贫困问题是千百年来困扰人类的一

大难题。然而，中国敢于向贫困宣战，小

康路上不漏掉一人，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书写了举世瞩目的时代传奇。

在中原大地，从2017年3月兰考县脱

贫摘帽，到2020年2月全省53个贫困县

全部脱贫，再到953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贫困序列，现行标准下绝对贫困人口清

零。河南乡村变得越来越美，河南农民的

日子越过越得劲儿！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

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

的历史性转移。要接续发力，有效衔接。

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一步紧接

一步，扎扎实实向前走，马不停蹄加油干！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河南是农业大

省，确保粮食安全重任在肩。我们要在乡

村振兴上实现更大突破，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继续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

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基础支撑，把乡村建设行

动作为关键抓手，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

种子犹如粮食生产的芯片，解决好种

子和耕地问题至关重要。要牢牢守住耕

地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把饭碗牢

牢地端在自己手中。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乡村振

兴的伟大事业中，河南理应走在前列，要

在奋勇争先，更加出彩上迈出更大步伐。

河南相对先进地区，还有很大差距。

找不足，补短板，加油干，迎头赶上，惟此

别无他途！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精神

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

革，扎实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

合发展，加强改进乡村治理。

乡村振兴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

我们的目标是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要实现乡村振兴的美

好愿景，一定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不遗余

力地持续推动。县委书记要把主要精力放

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

指挥”。要选优配强乡镇领导班子、村“两

委”成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强调，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

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

重大问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建设美好家

园，实现乡村振兴，惟有奋斗！正如总书

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我们通过奋斗，披

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

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本报讯（记者李政）2020年12月

31日，全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

渔”全面启动，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南

阳市淅川县丹江口水库宋岗码头举行。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启动仪式，我省

农业农村、公安、水利、交通等部门和南

阳市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以及渔业执法人

员、退捕渔民代表等200余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前后，武国定先后来到淅

川县增殖放流站、淅川水产专业码头、

水产智能养殖中心和南召县鸭河口水

库等地，实地调研鱼类重点保护与禁渔

工作开展情况。武国定指出，要按照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夯实地方主体

责任，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坚持岸上和

岸下相结合、专业和群众相结合、人防

和技防相结合，强化集中打击和巡查执

法，保持对非法捕鱼行为的严打高压态

势，坚决有力落实长江禁渔各项工作部

署，确保“禁渔令”在河南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

按照规定，长江流域禁捕工作涉及

我省南阳市淅川丹江特有鱼类保护区、

南召县鸭河口水库蒙古红鲌保护区和

西峡大鲵保护区，3个保护区自2020年

1月1日起，已全面实施了水域和区域

禁捕管控。丹江口和鸭河口库区及其

他天然水域实行禁渔期禁捕。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2020年 12

月24日，民政部通报我省2020年民政

重点工作综合评估结果为优秀，在城乡

社区治理、殡葬领域突出问题整治、民

政事业单位社工岗位开发设置、福利彩

票发行销售管理等方面成绩突出，并专

门发函祝贺。

2020 年是河南民政事业发展极不

平凡的一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和艰难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河南各级

民政部门统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脱

贫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坚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民政事业发展高质量，驰而不息加

强党建，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常规工作有序推进，重点工作实现突破，

创新工作亮点纷呈，为高质量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民政

力量。河南省民政厅连续3年在河南省

脱贫攻坚考核中荣获先进单位，在全省

平安建设、省管领导班子建设等考评中

获得“优秀”等次，谱写了河南民政为民

爱民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本报讯（记者杨青）2020年12月

30日，记者从省林业局了解到，我省黄

河生态廊道建设目标敲定，2021年将在

黄河干支流打造3.66万亩生态廊道，任

务完成后，黄河生态廊道将初步实现全

线贯通。

据悉，2021年，我省要加快黄河生

态廊道建设。按照构建堤内绿网、堤外

绿廊、城市绿芯的区域生态格局，黄河流

域9市1区（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安

阳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濮阳市、

三门峡市，济源示范区）将在黄河干支流

完成3.66万亩的黄河生态廊道建设任

务，增加黄河干支流两侧绿量，做到应绿

尽绿，实现黄河生态廊道全线贯通。

2020年年初，郑州、开封、洛阳、新

乡、三门峡、焦作、安阳、濮阳等8市同时

启动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实施包括

生态涵养、湿地保护、田园风光等功能的

沿黄生态廊道建设工程18个，并同步启

动了郑州、开封、洛阳、新乡、三门峡5市

的生态廊道示范工程建设。截至2020

年11月底，全省已完成沿黄生态廊道建

设120公里，造林7万余亩。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习近平调研指

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近日由人民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17篇调研报告和3集电视专题片

视频二维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

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等24个

贫困村调研指导，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地

开展起来。这组调研报告和电视专题片，是在

对这些贫困村深入调研回访基础上形成的，生

动反映了这些村在总书记关怀指导下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可喜成就和宝贵经验。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

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思

想，真切感受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凝聚起

万众一心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

意义。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
□本报评论员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
全面启动
武国定出席河南分会场启动仪式

我省2020年民政重点工作
被民政部评为优秀等次

2021年我省将建成
3.66万亩黄河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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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

2020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宁夏考察时强调，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

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

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脱贫攻坚后紧密衔接的乡村振兴，

正在酝酿资本下乡、返乡创业的热点，

为了避免“发烧”，需要提醒基层干部和

农民：做农业要有定力，上农业项目要

考虑、强化项目本身的自生存能力。

高端民宿、康养基地、摄影基地，主

题公园、教育农园、创意农业，人工草

原、百亩花海、户外拓展等，花里胡哨的

各种项目，如果只在非耕地上弄尚可考

虑，如果占用基本农田就要上点心了。

某地轰轰烈烈搞了一个薰衣草花

海，个性十足、网红打卡，也曾经人山人

海，大饱眼福之后，不过尔耳，没几年，

死翘翘了。

同样也是花海，豫西一镇的油菜花

一样招揽游客，不同的是花后结籽，外

人饱眼福之后，农民一样有收成、能增

收，这就是自生存能力。

新群体、新业态、新平台，互联网和

写字楼丛生了诸多的概念，普通农民也

不一定能弄懂。弄不懂不要紧，坚守朴

素观念、守住传统底线准不会错：人是

铁、饭是钢，一天不吃就心慌。

守住底线不是抱残守缺。

河南不少地方都有成功的先例，譬

如依据不同的水稻品种、颜色种出汉字

和风景画；譬如利用附加手段把西瓜种

成方的等，风景画和方西瓜既是吸引游

客的产品，还同样有农产品产量，这就一

举两得、一石多鸟了，有效果还有效益。

规划、实施农业项目，不能只把每

天来多少人、卖多少票、销售多少产品

作为增收的依据，有来就有不来，有红

就有黑，如果失去这些不可控的东西，

农业项目还能不死、不赔、自生存，这个

项目的根基就稳了。

大农业、小农业，附加值、盈利点、

风口，专家的观点层出不穷，朴素的观

念是：如果没有种萝卜的人种出的一筐

萝卜，专职把城东的萝卜搬到城西赚差

价的人只能喝西北风了。

农业项目要有自生存能力

沿S331公路自北向南行驶，距离南

召县云阳镇3公里处，路旁矗立着一座高

大的青灰色古牌坊“山头村”，干净整洁的

乡村道路灯杆上悬挂着一面面鲜艳的红

旗，道路两旁一座座白墙蓝瓦的小楼引人

注目。村子对面，古色古香的玉兰社区里

一排排徽派风格的建筑拔地而起。

1990年，马长来任云阳镇山头村党

支部书记，30年来，他致力于发展富民产

业，改善村容村貌，推行民主管理，热心扶

弱济贫，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群

众过上了小康生活，公共服务实现全覆

盖。2019年，南阳市开展村（社区）党支

部书记“大比武”活动，14名村（社区）党

支部书记经过激烈角逐，马长来获得南阳

市第二名。2020年6月底，马长来被南

召县委评为“大比武”优胜村党支部书记，

奖励个人2万元、所在村集体10万元。

“当好一名村支书，要牢记‘六个字’，

敬业、清廉、奉献，敬业是天职，清廉是品

质，奉献是党员的本色。”马长来深有感触

地说。

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马长来是一名退伍老兵，他头脑灵

活、眼光超前、敢想敢干。1990年，30多

岁的马长来率先创办了建筑材料厂，成为

闻名全镇的致富能人。“当年开办建筑材

料厂富起来后，就想着带领大家一起致

富。那时候，村集体经济很薄弱，村民更

是穷得叮当响。”身高一米八，两鬓染霜、

方脸微黑的马长来回忆说。

为了带领乡亲致富，他主动回村担任

党支部书记，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兴

办村集体企业，先后创办了村预制厂、铸

造厂，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发展

花卉苗木、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特色产

业，全村512户，年户均收入6万元以上，

走上“既丽且康”的富裕之路。

近年来，花卉苗木成为山头村的优势

产业，苗木基地的“壮观美”、生态观光园

的“艺术美”、农户在房前屋后的“家园

美”，形成“村在林中，人在花中”的景观。

2018年，山头村工农业总产值达2.6亿

元，其中全村花卉苗木销售收入1.2亿元，

人均纯收入21600元。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10年，马长来协调资金建成了新

村部和村级便民服务中心。2011年马长

来发动群众集资修建了余家庄组到村部

两公里的水泥路。2012年，马长来带领

群众修建了山头村直通镇区的鹿鸣大道。

2014年，云阳镇争取到省财政厅总投

资1100万元的山头村美丽乡村建设项

目。为支持项目实施，马长来带领群众赴

浙江等地考察，吃住在项目指挥部协调问

题，项目完成后，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山头

村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2015年，山

头村被授予“全国生态文化村”称号。

2018年，山头村各项公共事业、基础

设施实现了全面提升，村集体投入300万

元，新建标准化村党群服务中心1500平

方米，村卫生所300平方米，农资超市700

平方米，老年活动服务中心500平方米，社

会集资200万元建成村高档幼儿园1700

平方米。

（下转第二版）

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南召县云阳镇山头村党总支书记马长来

农村党组织书记群英谱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廖涛凌青松

11月月33日日，，在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在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

镇白雉村勤劳农夫草莓园镇白雉村勤劳农夫草莓园，，小朋友满小朋友满

载而归载而归。。近年来近年来，，建安区不断推动休建安区不断推动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目前目前

已建成农家乐和生态采摘园已建成农家乐和生态采摘园8080余家余家，，

““采摘游采摘游”“”“休闲游休闲游””成为当地农民增收成为当地农民增收

致富新途径致富新途径。。 牛书培牛书培 摄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国栋
苗晓飞）“太感谢了！现在党的政策真是

好，民政局给俺发了救助金，还帮俺申请

了救助保险，帮了俺家大忙了！”2020年

12月25日，宝丰县观音堂林站滴水崖村

村民胡进晓来到该县民政局，送上了一面

“民政为民 心系民生”的锦旗，以此表达

感激之情。

2020年11月22日，胡进晓家发生火

灾，家中5口人的生活遇到困难。该县民

政局得知情况后，立即启动急难型救助程

序，给胡进晓家发放了3420元的临时救

助金。同时，协助其申请“一元民生”政府

救助保险对事故进行理赔救助。通过认

定，保险机构为该事故支付理赔救助金1

万元。

据了解，为完善民生风险保障体系，

保证小康路上不让每个人因“急难”事而掉

队，宝丰县民政局作为投保人，由县财政为

57万群众（常住人口、流动人口）按1元/人

的标准缴纳保险费。2020年3月份，宝丰

县民政局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宝丰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在平顶山市

率先实施“一元民生”政府救助保险项目，

给全县人民随身带上“保险锁”。

据统计，该项目实施以来，因未成年

人溺水、精神病人伤人，以及房屋倒塌、火

灾、爆炸等突发性、公共性事件，共发起理

赔申请15件，其中12件已经赔付到位，

发放保险救助金33.59万元。

“政府买单、人保服务、群众受益，‘一

元民生’政府救助保险救的是困难群众，

助的是社会稳定，进一步织密兜牢城乡居

民基本生活保障网。”宝丰县民政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鹏飞说。

一元民生险
人人有保障
宝丰县织密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网

好
时
光

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