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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博 赵
明辰）“现在来白云山玩走郑栾高速只需

要2个多小时，太方便了。”来自郑州的

李女士兴奋不已。

元旦假期，嵩县文旅市场热闹祥和、

秩序井然，尧栾西高速尧栾段开通后，让

这条云中“醉”美高速可直达嵩县白云山、

木札岭和白云小镇等景区，使省内外游客

在这个假期能够更加便捷地欣赏到嵩县

南部生态旅游景区的雾凇、冰挂等冬季美

景，享受玩冰雪速滑、住雪乡木屋、走玻璃

栈道等游乐项目。

据悉，今年嵩县开展了第四届冰雪节

暨冬季文化旅游惠民消费活动。连日来，

除了白云山、木札岭、白云小镇等地，韵味

悠长的石头部落、文脉常新的两程故里、

浓浓乡愁的手绘小镇、田园秀美的沙坡村

森林小镇等也是游人如织，俨然成了网红

打卡地。截至目前，全县共接待游客近

10万人，创经济效益3842万元。

本报讯“刚到汝阳，组织上立马为

我解决了住房问题。单位领导处处关

怀和帮助，让我感受到了汝阳人的热

情。”近日，通过人才引进来到汝阳县农

业农村局工作的张盛圣说。

近年来，该县通过实施“招才引智专

项行动”，用心用情用力吸引人才、留住

人才。开发汝阳“云梦英才计划卡”，为

人才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特别是在人才

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

方面给予全方位服务保障。汝阳县委县

级领导干部与各类专家人才以“1+2”或

“1+3”的方式结成对子，帮助他们切实提

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康红军 时妞）

汝阳开辟绿色通道吸引、留住人才

本报讯（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张红
卫）2020年12月25日，虽然天气寒冷，

但在汝南县板店乡板店村村委会议室

里却暖意融融，这里正在举行一场爱心

捐赠仪式。捐赠仪式上，该村老党员龚

小群向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和贫困群

众每人捐赠1000块钱。

今年70多岁的龚小群是一名老党

员，曾担任过板店村的党支部书记，

2001年离职后就一直外出经商，由于他

诚实守信，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作为一

名在外打拼的成功人士，他创业成功后

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父老乡亲，家乡群众

也一直亲切地称他为“老书记”。

“老书记真是个大好人，对俺们老

年人格外关心，每年回来不是给我们送

钱，就是给我们送物。”80多岁的孤寡老

人李小前从龚小群手里接过1000块钱

后笑得合不拢嘴。

“每年都受到老书记的资助，我真

有点过意不去，希望老书记有空能到我

家吃顿饭，让我也表示一下心意。”村民

秦粪堆接过1000块钱后动情地说。

“10多年来，每年春节前无论生意

多忙，他都会为贫困群众捐款捐物，为

入住乡敬老院的五保老人送关爱、送温

暖。”板店村退休教师龚民选说，“去年

为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他还为乡中学

安装了10多盏路灯，这些年为家乡到底

花了多少钱，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楚。”

“就在今天中午，为了让入住乡敬

老院的五保老人过一个温暖的冬天，龚

小群还专门赶到乡敬老院，为62名五保

老人每人送去了一套棉衣。”在板店村

捐赠现场，板店乡乡长池红军说。

汝南县板店村“老书记”龚小群

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潘高锋）

“我们小区住户最怕连续的阴雨天，一下

大雨就被淹，出门必须穿着胶鞋。而我们

一楼住户情况更糟。”2020年12月28日，

在禹州市统计局小区居住了20多年的张

富聚，谈起往年被淹的遭遇感慨道，“今年

我们小区进行了改造，整修了排水管道，

相信今后再也不会被淹了。”

禹州市统计局小区位于公平巷，建设

年代为1994年，1幢楼，24户，原来小区

里有人种菜、养鸡，导致小区环境脏乱差，

加上各种设施老旧、年久失修，存在很多

遗留问题。禹州市颍川街道像统计局一

样的小区共40多个，老旧小区面临的问

题，既有“外因”——修建时间早、设施老

旧，又有“内因”——部分家属院由于企

业、单位改制等原因成了“没人管”的“老

大难”。

禹州市颍川街道在老旧小区改造中

以“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为原则，加强政府

引导和统筹协调，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建

立老旧小区改造协商机制，由社区党组织

牵头，居民代表参加，对老旧小区改造中

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协商议事。为确

保老旧小区居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

权，该街道通过优化机制，让居民全程参

与改造工作，充分征求居民意见。除了社

区、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之外，还邀请群众

在小区改造过程中实行监督巡查，保障了

工程质量和群众满意度。

在中医院老旧小区改造现场，20多

名工人正在管道安装、地砖铺设、花池建

设等作业面上干得热火朝天。运送车等

机械来回穿梭，不停地运送混凝土、土石

方等，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现在，我们增加人手准备全线施工，

预计在春节前完成改造任务，让居民过一

个幸福的新年。”中医院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经理刘高伟说。

新装了路灯、监控探头，外墙被重新

粉刷，违章建筑拆除了，原来的烂泥路变

成了水泥路，小菜园不见了，更换了窨井

盖和落水管，疏通了下水道……通过整

治，老旧小区的硬件设施、居住环境有了

很大改善，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

化。住在禹州市液化气小区的居民张永

超说：“现在看着我们小区的样子，和原来

比真的是变化太大了，这多亏了政府对我

们小区进行提升改造。”

自2019年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以来，

禹州市颍川街道立足百姓需求，从解决突

出问题、实现小区功能提升和改善生活品

质入手，2019年投资280多万元对10个

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2020年投资490

余万元对20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目前

已竣工17个，剩余3个一个月内全部完

工。老旧小区改造使时代变迁中失去光

彩的老旧小区脱胎换骨，重新焕发青春活

力，让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受到了“幸福来

敲门”的喜悦。

本报讯（记者田明）“多亏了扶贫政

策好，孩子才顺利上了学。”近日，漯河市

郾城区李集镇东孟村脱贫户孟群伟刚忙

完手头的农活，谈及孩子的教育他打开了

话匣子，“政府给俺帮了大忙，家里的经济

担子轻多了。”

孟群伟家有两个孩子上学，他的小儿

子孟志远在李集镇小学读四年级，不仅不

用交一分钱学费，每学年还能领到1000

元的两免一补和800元的营养餐费，平时

学校还发校服、学习资料、棉衣等，还有企

业助困金500元。大女儿孟天天在郾城

实验高中学习，从小学到初中一直享受教

育补助政策，高中一年补贴2600元，企业

助困1000元，雨露计划又补贴2000元。

“现在俺一边在家务农，一边照顾两

个孩子，能培养两个大学生我就知足喽！”

谈及孩子的将来孟群伟说。

近年来，我省千千万万个贫困学子依

靠教育扶贫完成学业，顺利就业。

我省教育扶贫目标明确：确保所有贫

困家庭的适龄孩子“有学上”“上得起”。通

过保障学位，做到应入尽入，一个都不能少，

实现“有学上”的目标；通过健全完善贫困学

生资助制度，保障孩子不因贫辍学，实现“上

得起”的目标。目前，我省这个目标已经实

现。2019年，教育部下达我省疑似辍学学

生38081人，其中建档立卡15001人；实际

复学14796人，其中建档立卡8740人；核

减23274人，其中建档立卡6261人，延缓

入学9人。目前，国家台账中河南省的辍学

学生数由38081减少为0人。其中建档立

卡由15001人减少为0人。

为确保教育扶贫无死角，我省在积

极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坚持“一生一策、一

生一案”。对学习基础较弱的学生可以

先单独编班补课，达到一定水平后再编

入普通班级就读；对因学习能力欠缺成

绩不理想的学生，多关心、多关注、多关

爱，帮助其树立信心，预防他们因厌学而

辍学；对愿意在职业学校就读的，帮助其

在职业学校完成规定义务教育课程，掌

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对于适合接受教育

的残疾儿童，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

方式，安排学习活动；对确因身体、智力

等因素不具备接受教育条件的，报当地

政府妥善做好生活安置。终极目的是不

让一个孩子辍学。

我省还积极建立完善教育扶贫长效

机制：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建档立卡学生资

助政策，形成控辍保学工作常态化，防止新

增和反弹。建立完善了教育与公安、司法、

人社、民政、财政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协同

作战的义务教育联控联保工作机制，各部

门各司其职，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形成联控

联保、动态监测、关爱帮扶、依法控辍合力；

落实“十天报”制度，聚焦建档立卡辍学学

生，按照工作进度台账，认真开展核查、劝

返、补建学籍等工作；建立核查劝返机制，

建立控辍保学工作重点监测区，将疑似失

学儿童人数较多的县纳入重点监测范围，

让教育扶贫的成果延续下去。

精准资助，扶贫扶智，阻断贫困代际

传递……如今，全省各地一个个美丽的乡

村校园，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无不折射着

教育扶贫的显著成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通讯员史丽娜）
“没想到我第一个拿到免费印章，政府的

这项服务太暖心了，我一定努力把企业办

好！”2020年12月25日一早，在济源市民

之家C区，济源德益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的负责人曹丽萍拿到免费刻制的公司印

章后，非常激动。这是济源推出为新开办

企业免费刻制印章服务后的首笔业务。

为降低企业开办成本，简化企业开

办流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自2020年12月25日起，济

源推出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服

务，企业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

法人章4枚印章刻制费用由政府买单。

印章刻制免费后，每个新开办企业可以

节省开办费用530元。

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这项免费服务

呢？在济源范围内新开办的企业，包括

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分公司、合伙企业、

个人独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

构、非公司法人企业、外国常驻机构、港

澳台投资企业等（个体工商户除外），均

可享受政府提供的此项服务。

企业完成申办营业执照后，经信息

核准，系统将企业信息推送至印章刻制

窗口。3个小时之内，申请人就可以拿

到印章；如果不想现场等待，也可以免费

邮寄到家。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牛联平）

“业务能力专不专？担当劲头足不足？工

作成效实不实？群众感情真不真？工作作

风好不好？”这是2020年12月30日，在孟

州市乡镇（街道）和主要经济部门工作务虚

会上，孟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卢

和平以“五个问一问”要求与会干部检视各

自的工作作风，推动工作落到实处。

据悉，在此次会议上，该市各乡镇（街

道）和主要经济部门负责同志以PPT形

式，围绕乡村振兴、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等

方面，分别汇报了 2020 年完成情况和

2021年工作谋划情况。

近年来，该市始终坚持“党建做引领、

产业促转型、城乡谋振兴、民生新改善”的

发展思路，各级各部门干部和各界群众大

力践行和弘扬“孟州精神”，坚定树立“重

基层、重实干”的鲜明导向。对疫情防控、

项目建设、“三大攻坚”、城市创建等先进

典型进行表彰。2020年，该市共提拔重

用干部39人，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基层

干部，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干部

干事创业的氛围浓厚。

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动态清零
义务教育联控联保让我省贫困学子“有学上”“上得起”

路灯装上了，小菜园不见了，烂泥路变成了水泥路……

老旧小区改造“改”出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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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不少庞庄村村民至今都记得村里

第一次进大车拉小辣椒的情景。火红的

小辣椒摞得高高的被村外来的大车拉

走，全村的人都跑去看。从那以后，村民

们有了信心，纷纷开始种小辣椒。庞庄

村的小辣椒由1995年的几百亩发展到

2010年的6000亩，如今村里80%农田

都种植小辣椒。惠大武也因为过硬的口

碑和“纳税大户”的身份，在镇领导和村

民们的支持、拥护下，被推选为村党支部

书记，开始带领全村人共同致富。

从“车不进村”到“主动落户”

“村里最早是‘火车轨’路，别说车很

难进来，连摩托车上路都难，辣椒还咋销

出去？”提起庞庄村从前的道路，惠大武

颇多感慨。

惠大武当选村支书的第一年就开

始修路，目前庞庄村的道路全部修完，

80%的路都是柏油路，小辣椒的销路越

来越好。2008年，庞庄村挂牌成立了由

惠大武任理事长的“金田地农民专业合

作社”，主要进行小辣椒收购、储存、加工

和销售，年销售额8000多万元。

庞庄村的小辣椒产业发展到今天，关

键在于品质和信誉，过硬的品质和信誉，赢

得了很多大企业的青睐，譬如白象集团。

该村与白象集团合作供货已有20年，惠

大武仍记得第一次参加招商会时的忐忑。

“我是第42个发言，听着人家有这机

器有那机器，我就说我们没场地没工厂，

但我能保证一点：每批供货小辣椒质量第

一。”惠大武没想到，这番话引起了白象集

团负责人的注意。经过上网查证后，大武

辣椒商行确实没有出过一次质量问题，惠

大武成功拿到了供货合同，合作至今。

小辣椒创出品牌的同时，惠大武着

眼长远，开始改造提升村中整体环境：为

保障农田灌溉，建了6座节水闸、挖了

5000米水渠；为保证旱能浇、涝能排，建

设高标准农田7000亩；为确保治安秩

序，筹资80万元对村中主路加宽改造、安

装路灯，成立了治安联防巡逻队；为改善

人居环境，自筹资金17万元整治污水和

坑塘2万多平方米，新建垃圾池38个。

如今的庞庄村，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车都进不来的小村庄，整体面貌和经济

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环境好、信誉好、

治安好、乡风好，美名在外的庞庄村，开

始成为众多企业青睐的落户对象。

2019年，豫宏佳食品有限公司和宛河乡

食品有限公司先后在村中落户，解决本

村和周边村群众300多人就业。

从“让人羡慕”到“不迈大步”

由于小辣椒产业的发展，庞庄村成

为红泥湾镇第一个专业村，加上村中三

个规模以上企业和两家合作社，如今的

庞庄村成了周边村庄羡慕的对象。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在惠大武的带

领下，庞庄村创新了“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党建助贫模式。2017年，庞庄村

投资120多万元创办了艾制品有限公

司，安排村中21名贫困群众就业，安置

周边群众就业170多人，同时通过入股

分红吸纳贫困户80户。除了小辣椒产

业，合作社还带动周边群众发展以大蒜

加工为主的特色产业种植，不仅让本村

人致富，还让周边村民共同走上致富路。

村民收入多了，集体经济壮大了，

钱该如何花？

“不能乱花，我有个原则是‘不迈大

步’。”惠大武提到庞庄村幸福大院的建

设。在“四集中”兜底工作中，参加镇党

委、镇政府组织集中观摩幸福大院活动

后，惠大武充分考虑本村现有资源和贫

困户实际，提出利用村中原有老瓦屋改

建幸福大院的想法。

“考虑到村里兜底贫困群众年龄比

较大，多是老年人，对原汁原味的老瓦屋

更愿意住，住着心里踏实，而且村里老瓦

屋质量非常好，改修之后和村里条件最

好人家的居住条件不相上下。”惠大武把

这个想法在党员大会上提了出来，用“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让村中干部、党员、群众

代表讨论、表决，最终得到了一致认可和

赞成。大家都认为改建老瓦屋作为幸福

大院的做法十分接地气，既不盲目攀比追

求高标准，也不降低生活质量和标准，已

经有不少村民主动要求入住幸福大院。

“村里两个老人为了争着住瓦屋，吵

得脸红脖子粗，差点打起来。”惠大武笑

着说，“庞庄村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

还是那句话，就算有钱了也不能‘迈大

步’。”

让村民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

★ 教育部下达我省疑似辍学学

生 38081 人 ，其 中 建 档 立 卡
15001人。

20192019年年

★ 国家台账中河南省的辍学学

生数由38081减少为0人，其中建
档立卡由15001人减少为0人。

目前目前

1月4日，鄢陵县

马坊镇马贡村忆苦思

甜博物馆迎来不少参

观者前来参观。忆苦

思甜博物馆是退休老

人牛德功于 2012 年

开办，并免费对参观

者开放。该馆以中原

农耕文化为主题，目

前已收藏生产、生活、

社会交往等实物2万

余件。近年来，随着

乡村文化旅游和文创

产业的发展，该博物

馆的中华传统农耕文

化吸引越来越多的参

观者前来参观。

牛书培摄影报道

这些老物件，你认识多少你认识多少？？

过去的“宝马”

聊起有关木桶的故事 说起儿时关于压花机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