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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兰考县委员会
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开封市脱贫攻坚信息中心
中共洛阳市委员会
洛宁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嵩县德亭镇委员会
平顶山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鲁山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滑县委员会
内黄县教育局
林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新乡市长垣市驻光山县脱贫攻坚帮

扶工作队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扶贫办公室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党支部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与信息科
濮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清丰县委组织部
中共濮阳县王称堌镇委员会
许昌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鄢陵县建档立卡贫困户重度残疾人

托养中心
舞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临颍县委组织部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
方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南召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睢县委员会
民权县王桥镇麻花庄村党支部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
信阳市平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潢川县交通运输局
中共新县箭厂河乡委员会
郸城县教育体育局
扶沟县固城乡来庄村党支部
中共驻马店市委员会
驻马店市残疾人联合会
正阳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泌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共济源市大峪镇委员会
河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驻商水县汤庄

乡西赵桥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驻洛宁县城郊

乡在礼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驻确山县新安

店镇郭庄村工作队
中共河南省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组织部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驻栾川县庙

子镇河南村工作队
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驻商水县练集

镇中杨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一处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民
工工作处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固始县陈淋子
镇红花村工作队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驻商城县
河凤桥乡田湾村工作队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驻上蔡县邵店镇
后杨村工作队

河南省水利厅驻范县王楼镇东张村
工作队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驻滑县慈周寨镇
北李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驻嵩县车村镇
天桥沟村工作队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驻上蔡县卢
岗街道文楼村工作队

河南省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
河南省广播电视局驻上蔡县邵店镇

刘庄村工作队
河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驻罗山县楠

杆镇田堰村工作队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驻虞

城县刘店乡丁河楼村工作队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驻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工作队
河南中医药大学校地结对帮扶新县

工作队
洛阳师范学院驻栾川县庙子镇杨树

底村工作队

黄久生潢川县驻郑州党工委书记
王东巩义市鲁庄镇党委书记
乔松伟中牟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申学风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党支

部书记
安显伟 通许县孙营乡南李佐村第一

书记、工作队队长，开封市残疾人联合会
职员

杨志峰 开封市禹王台区东惠社区自
由职业者

王淑霞（女）洛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洛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李彬 洛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农民工工作科科长

杨来法 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党支
部书记

武淞生嵩县黄庄乡三合村党支部书
记

曾红林 伊川县鸦岭镇高沟村第一书
记，洛阳市纪委监委第十四审查调查室副
主任

童红涛 洛宁县东宋镇郭村第一书
记，洛阳市委统战部港澳科科长

王长征 汝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汝
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孙丕基 平顶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村镇建设科科长

陈京玉 鲁山县四棵树乡黄沟村第一
书记，平顶山市教育体育局电教馆馆长

王世杰 河南康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朱宗娟（女）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
安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段振兴 安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杜文波 汤阴县五陵镇南小章村第一
书记，汤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职员

郭欢 安阳市殷都区都里镇东郊口村
第一书记，安阳市纪委监委第九审查调查
室副主任

孙炳良 河南省炳良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董事长

范海涛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

杨书锋 河南九豫全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

李园丰（女，回族）获嘉县扶贫开发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王磊 新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职员

贺翠霞（女）焦作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综合科科长

杨延军温县招贤乡中辛村第一书记，
焦作市纪委监委第四监督检查室副主任

赵玉甫 清丰县马庄桥镇赵家村党支
部书记

王俊海台前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存勇 濮阳县郎中乡芦里村第一书

记，濮阳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二级主任
科员

赵战秒 南乐县联富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理事长，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郑鑫范县龙王庄镇党委书记
冀亚伟 襄城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胡义志 淅川县西簧乡党委副书记

（挂职），许昌市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科长
黄海霞（女）漯河市召陵区扶贫开发

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张士兴 舞阳县辛安镇刘庄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王清华 三门峡市政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卢氏县委书记
王跃文 三门峡市委组织部一级调研

员，三门峡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记、
主任

张磊卢氏县官坡镇党委书记
杨书春卢氏县瓦窑沟乡观沟村农民
张文深南阳市委书记
周大鹏 南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张伟 社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张义胜 桐柏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黄玉 镇平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李征（女）邓州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周保全 淅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刘彦华 商丘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梁辉柘城县委书记
孙桂元 夏邑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刘玉敏（女）永城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主任
杨新文 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党支

部书记
孙晓锋 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曹庄村

第一书记，区财政局政府采购办副主任
张洪礼 商丘市梁园区水池铺乡党委

书记
梁英才 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周

集乡党委书记
吕旅新县县委书记
熊维政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杨晔 河南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

程继东 信阳市昌东商贸有限公司总
经理

王文喜 固始县陈淋子镇孙滩村党支
部书记

皇甫立新沈丘县委书记
赵社会 商水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党组

书记、主任
张继伟项城市李寨镇党委书记
徐勇周口市淮阳区白楼镇党委书记
陈新胜 西华县大王庄乡陈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韩宇南 太康县马厂镇前何村第一书

记，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社会保障
和非税收入科副科长

陈国厂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村医
邵奉公 驻马店市扶贫开发办公室党

组书记、主任
张全收 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原玉荣（女）新蔡县李桥回族镇狮子

口村第一书记，李桥回族镇副镇长
代红艳（女）西平县海蓝牧业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刘世杰（女）遂平县和兴镇党委书记
王铁珍平舆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成富营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农业农

村局党组成员，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李汝江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韩董庄镇

杨厂村第一书记，河南省委办公厅总值班
室副主任

李佩阳（女）上蔡县邵店镇高李村第
一书记，河南省委宣传部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处副处长

赵晓红（女）巩义市小关镇南岭新村
第一书记，河南省委编办综合处副处长

王继锋 商水县城关乡瓦房庄村第一
书记，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胡万欣河南省教育厅一级调研员
王萌利 沈丘县白集镇尹庄村第一书

记，河南省公安厅维稳协调指导总队副总
队长

佘婧菁（女，回族）河南省民政厅社
会救助处二级主任科员

史秉锐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原党
组书记、主任，河南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党工委书记，济源市委书记

施保清 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开发
指导处处长

宋瑞（女）息县路口乡弯柳树村第一
书记，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机关党委
办公室二级巡视员

王新奇 生前为商水县平店乡刘大庄
村第一书记，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商水县
供电公司发展建设部主管

徐林刚 国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资
深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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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员吕运
奇）“我们定制的村干部成长计划和乡

村振兴同频共振，目的是让能人多起

来，干部强起来，为乡村培养更多带头

人，全面带动乡村产业、文化、生态、组

织振兴。”2月24日，中牟县韩寺镇党

委书记郭宏领告诉记者。

为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韩寺镇

在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村“两委”换届

工作之后，开始着手精心培育新班子，

精准定制“成长计划”。

该镇的村干部成长计划坚持“理

论学习请进来”和“现场学习走出去”

相结合，为新班子针对性地制定了五

年成长计划，全面提升政治理论水平、

为民服务意识、创业带富能力。同时，

对新班子实施开展“双培养”计划。一

方面在村“两委”干部、党员干部中积

极培养农业生产带头人，充分发挥村

“两委”干部的“头雁效应”，带领村民

蹚出新路子、拔掉穷根子、鼓起钱袋

子；另一方面，严把党员发展关，将农

村优秀人才吸纳进党员队伍，为基层

治理、乡村振兴储备人才力量。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2月24日，我

省出现大范围降雨降雪过程。正值小

麦返青期，天气变化带来哪些影响？应

如何做好田间管理？省农业农村厅相

关专家第一时间解答。

降雨降雪降温是否会影响小麦生

长？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专家介

绍说，此次降雪伴随着降温，但大部分

地区温度在0℃以上，加之我省小麦正

处于返青期，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发

生冻害的可能性不大。同时降温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部分麦田旺长趋势，

保苗稳健生长。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降雨前我

省受旱面积406.4万亩，此次雨雪过程，

我省三门峡、济源、驻马店、安阳、焦作

旱情基本解除，洛阳旱情得到极大缓

解。降雨降雪为小麦返青期生长发育

提供了较好的水分条件，能够促进小麦

次生根发生，有利于多成穗、成大穗，为

春季管理赢得了主动。

相关专家提醒，由于雨雪天气增加

了田间湿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小麦

纹枯病、茎基腐病等病害发生程度，也

有利于豫南地区小麦条锈病菌侵染、显

症，并加速扩展蔓延。

中牟县韩寺镇

让能人多起来干部强起来

降雨降雪对小麦生产总体有利
河南河南8686人人6565集体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集体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先进集体

本报讯 自脱贫攻坚以来，鹤壁市山

城区以食用菌产业为主导，着力打造全

新产业链，即“菌种培育制作—温棚科学

种植—深度处理加工—冷库干湿仓储—

平台线下双销售模式”一体化产业，形成

食用菌产业从菌种培育到成品出售全链

条，带动全区1287户农户年人均增收

600元。

据了解，自去年6月以来，山城区依

托区域丘陵地貌，兴建食用菌种植示范

园区，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鲜品香菇、干

制香菇、香菇酱、腌制香菇等一系列产

品。并且加快食用菌深加工项目建设进

度，全面建成香菇挂面、香菇脆片两个加

工车间，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为食

用菌产业发展注入“强心剂”。同时，该

区还依托消费扶贫服务中心，打造线上

网络销售平台，培育农民增收新动能，为

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张乔伟）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
刘天鹏）2月25日，西平县农业现代化

示范区项目建设开工现场，建设者们正

列队备战，施工作业的大型机械不停穿

梭轰鸣，现场呈现出一派厉兵秣马的繁

忙景象。

“互联网+农业”促粮高产稳产。该

县始终牢牢扛稳粮食安全重任，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运维，高产出运

营”的理念，进一步加大项目区高标准

农田建设投入，实施田、土、水、路、林、

电、技、管综合配套，不断提升耕地建设

内涵，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智慧引领，粮食生产实现绿色高

效。该县加强资源整合，统筹规划，综

合开发，分步实施，注重应用，以信息平

台、物联网建设为载体，运用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优

化农业生态环境，完善农业生产环境监

测、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加快数字农

业、智慧农业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自

动化、智能化。此次开工建设的示范区

面积达12万亩，致力打造成全省一流、

全国领先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粮头”带“食尾”，产业新融合。该

县坚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特色

产业培育，做强产业链条，推动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

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强化农业科

技支撑，加强种子研发、农机服务等体

系建设，提升烘干仓储、冷链保鲜、农业

机械等现代农业装备水平，增强农业科

技服务能力。以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

在项目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

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

产业新业态，拓展乡村功能，打造“榆柳

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田园风光。

西平县 以示范区建设领跑农业现代化

打造全新产业链 培育增收新动能

（上接第一版）
李克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高

度，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

绩，深刻总结了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

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大脱贫攻坚精

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要认真

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勠力同心、顽强奋

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了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全国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代表，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个人获得者

和因公牺牲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亲

属代表等，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

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中

央军委委员出席大会。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

要负责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

委员会成员，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

约3000人参加大会。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我们

村现在街道干净，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生活大变样！”2月24日，记者来到原

阳县齐街镇南留侯村，村里一名群众

兴奋地告诉记者。

南留侯村是仓颉文化的发源地之

一，故南留侯村有“仓颉故里”之称，因

张良刺秦后隐居于此而得名。这些

年，南留侯村经济发展迅速、街道规划

合理、人文气息浓厚，连续被镇党委评

为先进党支部、脱贫攻坚先进村、改善

人居环境先进村，2019年还被新乡市

爱卫会评选为“市级卫生村”。

南留侯村的发展，得益于团结的

村“两委”班子，得益于村支书苗夏武

的“头雁”领导。村党支部作为党在最

基层的组织，更是村里建设的核心，在

苗夏武的带领下，南留侯村党支部能

够严格遵守党的各项制度章程，抓大

事、议大事、促成事，村里宅基地规划、

街道硬化以及扶贫帮困、典型评选等

重大事项都经支部研究讨论决定，充

分发扬民主，支部班子风清气顺、团结

一心。苗夏武自2018年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以来，舍小家为大家，全身心地

投入到村庄建设中。

南留侯村紧邻327国道，交通便

利，过往车辆人员较多，结合“仓颉故

里”，村“两委”决定修建村牌坊，不仅

可以美化村庄，同时也能提高村庄知

名度。村党支部积极研究规划，协调

上级党委筹措资金，发动党员干部带

头捐款捐物。村牌坊最终耗资30余

万元，于2019年6月落成。

此外，为传承朴实的家风家训，构

建文明和谐乡村，村党支部多方筹措

资金40余万元，安排专人搜集整理资

料，历经半年多时间建成家风家训馆，

每月组织村民参观展览，用家风家训

感召人、引领人。

为加大宣传效果，该村村内墙壁

上也喷涂有“张良历史文化简介”，用

历史典故宣扬勇敢无畏、忠义正直的

意志品格，并绘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习主席中国梦构想”以及120字

的“村规民约”，同时每年年底在村民

中评选两名“尊老、敬老、孝老”先进个

人，在干部队伍中评选一名“廉政”突

出典型，引导干部群众思想有追求、判

断有依据、拼搏有动力。

“我们现在正朝着‘省级新农村标

兵’奋斗！”展望未来，苗夏武信心满满，

他表示，南留侯村党支部将和广大村民

一起，迈步走向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原阳县南留侯村 幸福路上大步奔

2月23日，郑州公交集团第二运营公

司2路公交车车长宋礼鹏制作《唐宫夜宴》

主题车厢，让更多乘客感受中华历史文

化。本报记者李躬亿通讯员王再峰摄

2月23日，灵宝市卫家磨灌区管理局

举办庆元宵节职工运动会。

李卫超郑欣摄

2月25日，孟州市赵河镇下坡村农民在雪地里给小麦追施化肥。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赵春营摄

毛相林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
党支部书记

白晶莹（女，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
科尔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推
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长

刘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伽
师县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李玉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
学教授

张小娟（女，藏族）生前为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主任

张桂梅（女，满族）云南省丽江市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华坪
县儿童福利院院长

赵亚夫 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
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姜仕坤（苗族）生前为贵州省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书记

夏森（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
研究员

黄文秀（女，壮族）生前为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业县新化
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

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
安徽省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
中共福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委员会
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
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

河镇三河村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工作部
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

镇班彦村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

先 进 集 体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