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21年5月19日 星期三
责编 / 代珍珍 版式 / 李哲 校对 / 黎川红
电话 / 0371-65795713 E－mail / ncbzbs@vip.126.com

2 农村版

郏县 程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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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符浩 记者尹
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初夏时节，淮滨

县的油菜田里褪去了金黄色“外衣”，迎

来了丰收的喜悦，农户们正在田间地头

抢收油菜，收割、装车、晒干……一派繁

忙景象。

“由于去冬今春气温偏高、墒情较

好，今年菜籽长得好，我们要趁这几天天

气好，尽早把菜籽收割变现，免得错过抢

收最佳时期，菜籽落地出芽了。”5月13

日，淮滨县谷堆乡栗园村村民王顺友高

兴地告诉记者，“这块田的油菜籽粒饱

满，估计亩产能达到500斤。”

近年来，谷堆乡在淮河沿岸发展种

植1500亩油菜，并以此为依托，打造乡

村旅游示范基地。三月油菜花开季节，

无数游客纷至沓来。五月油菜丰收季节

抢抓时节收割，真正做到美了乡村富了

百姓。

“以往冬天地里大多闲置，去年我

们发动村民种植油菜，春天不仅好看，现

在还能丰收油菜籽，一举几得！”栗园村

党支部书记黄昌华介绍，五月油菜采收，

栗园村已经收了上万斤菜籽。

“我在谷堆乡杜营村承包了400亩

土地，专门种植油菜，在选择油菜品种

时，我专门做了调查研究，最终选择了四

川高科技研究所出产的‘早五一’，这个

品种花期厂、出油率高！”淮滨县绿博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继才说。谷

堆乡采取“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动

村民积极种植油菜。乡政府委托企业免

费为农户提供油菜苗，县乡农技人员不

定期为农户提供科学种植、病虫害防治

等实用技术培训。

“由于油菜花的嫩茎及叶可以食

用，结出的籽不仅可以榨油，还能当饲

料，收割完后的土地又可以进行水稻、玉

米等种植，颇受村民喜爱。”谷堆乡党委

书记吴世红说，“把冬闲农田充分利用起

来，让土地冬不闲、春不误，规模化、标准

化连片种植优质油菜，不仅提高了土地

利用率、改善了土壤肥力，还增加了农民

收入。”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5月 18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开

局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第三场系列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三五”时期，

全省共发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588亿元，7次提高城乡低保标准，连

续两次提高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

准。全面落实临时救助制度，救助人

数达133.7万人次，守牢了民生保障

底线。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鲍常勇强

调，“十四五”时期，全省各级民政部

门将坚持和完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

健全基本民生保障服务体系，稳步推

进改革创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健

全完善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实现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脱贫摘帽后，民政部门保障的

对象范围更加广泛，除了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临时救助对象之

外，还增加了包括低保边缘家庭、支

出型困难家庭等在内的低收入人

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

依然艰巨。“十四五”时期，我省将落

实好“四个不摘”要求，将农村社会

救助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

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基础上，适

度扩大低保覆盖范围，对低收入家

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参照“单人

户”纳入低保，重点抓好救助对象

“渐退期”“分类施保”“就业成本扣

减”等政策落实。完善监测预警机

制，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

入低保或特困范围。按照民政部要

求，开展巩固社会救助兜底脱贫成

果“回头看”和农村低保专项治理巩

固提升行动，避免因“脱保”“漏保”

等造成规模性返贫。

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

培红介绍说，我省将完善临时救助

和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

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困难导

致基本生活暂时陷入困境，靠自身

和家庭无力解决，其他社会救助制

度暂时无法覆盖或救助之后生活仍

有困难的家庭或个人，给予应急性、

过渡性生活保障。深化社会救助

“放管服”改革，逐步将低保、特困、

小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

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开展社会

救助改革创新试点工作，在居住地

申办社会救助、村（社区）组织主动

救助、城乡社会救助制度“一体化”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本报讯（通讯员潘信海 谈俊伟
向宣垣 记者尹小剑）“这湖边的村庄

可真美，我要把它画下来！”初夏时节，

光山县东岳寺村美术写生基地先后迎

来了商丘师范学院、中原文化艺术学

院360余名师生前来写生。

“选择来到东岳寺村，是因为这个

村庄特别美，山水相依，一年四季风景

如画，非常适合写生。如果有机会，下

次还想带学生们来感受一下东岳村的

秋季美景。”中原文化艺术学院韩院长

说。

东岳寺村旅游资源丰富，泼河水

库环抱全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休

闲旅游、观光垂钓。同时该村也是光

山县南部的交通要地，毗邻大广高速

泼河站出入口，017乡级公路直达中

心村，所有村民组均通水泥路，对于旅

客来说交通便捷。

据东岳寺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存

富介绍，以前的东岳寺村属于贫困

乡村，自2017年春季东岳寺村写生

基地成立后，凭借优美的自然风貌

和人文景观吸引了 20 余所高校的

4000余名师生前来写生。经过几年

的发展，东岳寺村美术写生基地已

可以一次性容纳600余名师生的餐

饮住宿。目前写生基地还创新经营

模式，利用大学生写生空当期的节

假日接待游客，已经产生了一定经

济效益。

“大学生写生促进了光山县乡村

旅游产业的发展，提高了东岳寺村山

水文化的美誉度与知名度，让当地更

多群众享受到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

银山’实惠，对助力乡村振兴起到积极

的作用。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人走进

东岳寺村，带动村里的经济发展，让我

们东岳寺旅游这块儿闯出一条新路。”

何存富开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闫
秋辉）5月 18 日，在郏县县城南龙山

街道迎宾街社区的河南恒誉轻钢房

屋智造有限公司厂房内，一架超长航

吊正在吊起一套建成的“房子”，进行

装车。

正在一边指挥的程校团是该公司

的总经理，他告诉记者：“这是一套客厅

加卧室的成品，客户催着要，我们马上

就要送房子上门了！卫生间内配套设

施齐全，客厅预留的有空调、电视的接

入口，通上电就是一个完整的家！这样

的房子既环保又时尚，我们的订单排得

满满的！”

在厂房内，工人们正忙碌着做最后

的调试安装，一间间建好的装配式轻钢

房屋都有了“它”的主人，正在等待装车

出发，操着各色口音前来参观、洽谈业

务的客户络绎不绝。

“我们的主要产品为轻奢景观民

宿小屋，造型美观新颖，安装快捷，随

时移位，主要应用于景区、生态农庄、

民宿、田园综合体等，这样的‘小屋’

能够根据客户需要量身定做，产品供

不应求，销往全国各地。”1982年出生

的程校团透着一份80后少有的成熟

与稳重。

看到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的装

配式轻钢房屋及钢结构的加工、制作

企业，程校团开始接触轻钢房屋的制

造，创办企业，2014年，在龙山街道及

迎宾街社区的帮助下，他找到了合适

的厂房，加上各项返乡创业的政策支

持，让他的企业有了质的飞跃，企业发

展步入了一个新天地。截至目前，公

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员工 58人

的企业，其中大学本科生7人，年实现

营业收入1000多万元。

“这样环保时尚的轻钢智能房屋，

是未来流行的趋势，有很大的发展前

景，我们在发展壮大企业的时候，得到

了政府很多优惠政策的支持，也带动

周边群众增收致富，是双赢的好事！

未来，我们争取研发出更多的新产品，

服务社会，让智造房屋走得更远！”程

校团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乔
新强）5月16日，在鲁山县尧山镇上

坪村，依山傍水的“尧山23涧”新民

宿装饰风格新颖别致，令人耳目一

新，今年38岁的民宿主人窦小康正

带领客人查看干净整洁的标间。

“我的新民宿今年‘五一’正式

开业，因为客房有23间，又紧挨着一

条山涧，因此起名为‘尧山23涧’，目

前正在星级评定，自我感觉能评上

五颗星。”窦小康笑着介绍道。

窦小康初中毕业后到安徽合肥

打工，在合肥成立了一个家政公司，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得了人生第

一桶金。2011年时，窦小康带着妻

儿到郑州，继续开办家政公司。尧

山镇上坪村是鲁山县龙潭峡大峡谷

景区所在地，闲暇时，窦小康经常带

着郑州的朋友到自己的老家游玩，

朋友总感觉住宿条件有点差，不愿

在此住。

“鲁山县正在推进全域旅游，

鼓励景区基础建设和相关的农家

乐等提档升级，对回乡创业给予了

大力支持。镇里的领导就劝我也

把老家父母原先经营的农家乐进

行精装修，以满足现代人的新追

求。”窦小康说起了回乡创业的原

因。

从2020年 11月开始，窦小康

投资200多万元，按照五星级标准

配备客房，把老家的农家院进行提

档升级改造，客房内增加了绿植，

推出了标间、套房、亲子房等，还高

标准建造了一个能容纳40人的会

议室，建起了2个观景平台。为了

能让客房内绿意盎然、四季如春，

窦小康特意找到一家绿植公司，以

每年3万元的价格，要求这家公司

经常派人前来管护民宿的数百盆

花草。

“开业后，节假日期间客房天

天爆满，需要提前一周预订。工作

日里也有不少客人，入住率在70%

左右，收益不错。”窦小康自豪地说

道。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5月17日，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2021年河南

工会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送演出启动

仪式在中铁建工集团郑州南站项目一

线举行。今年的首场演出在一首饱含

深情的《我爱你中国》歌曲中拉开帷幕，

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张

海龙等众多艺术家，为郑州南站建设者

们带来豫剧、小品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

节目。

近年来，河南省总工会持续开展的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万场文化活动

进基层，已成为全省工会服务职工的重

要品牌、文化惠民的重要项目。河南省

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黄建中表示，希

望通过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的深入开

展，进一步丰富、活跃职工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推动职工文化建设繁荣发展，进一

步激发广大职工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

能，凝聚巨大正能量，共同谱写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篇章，以优异

成绩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本报讯（记者殷淑娟 通讯员金凤）

“大家的事情大家办！”5月18日下午，郑

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举办了

“2021年第三届居民提案启动会”，现场

展示的11个居民提案，都是和社区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受到了与会居民

代表的关注。

活动现场，评委团从提案内容合理

性、操作可行性等多个方面出发，选出了

6个“我最期待的居民提案项目”，这6项

优秀提案将在本年度落地。

杜岭街道居民提案项目作为引导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今年已是

第四年了，共孵化6类24项提案，切实

解决了辖区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居民

提案”在带动辖区居民走出家门，参与社

区自治自管过程中，增强了社区居民的

参与度、行动力。

本报讯（通讯员马泽一马晓冲记

者尹小剑见习记者李振阳）5月17日，

记者到固始县徐集乡“福寿家园医养

结合院”采访，一种“家”的气息扑面而

来。这里的老人们有的在棋牌室玩牌

娱乐，有的在休息室喝茶聊天，有的在

院子里晒着太阳，有的在菜园里摆弄

花草。他们有说有笑，其乐融融，幸福

和谐之感写在每一位老人的脸上。

徐集乡75岁以上的五保老人有

150多人，失能、半失能的老人有近

1000人。为了进一步提高集中供养五

保老人生活质量，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失

能、半失能和困难家庭老人的养老问题，

2018年8月，徐集乡党委、乡政府把乡

管敬老院托管给徐集乡中心卫生院，成

立了固始县第一家规范化养老机构“福

寿家园医养结合院”，集养老、休闲、医疗

康复、安宁疗护、日间照料、农家乐于一

体，使乡医院和乡敬老院在人员、技术、

场所、设备、管理、服务等方面达到深度

融合，走出了一条医养结合的成功之路。

目前，“福寿家园医养结合院”已

接纳老人56人，他们在这里“无病养

老、有病医疗”，解除了外出群众的后

顾之忧。该院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等慢性病的老人，医护人员24小时重

点监护；对个别因病需要在饮食上特

别注意的老人，营养师进行个性化调

理；新建了设施齐全的洗浴场所，定期

由护工给老人洗澡；协调10亩土地，供

老人们养花种菜、活动筋骨等。

2019年5月，国务院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实践探索调研组，

对徐集乡的成功做法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这种做法很接地气，可复制、可推

广。今年2月，固始县委、县政府要求

全县各医疗机构按照“徐集模式”创建

医养结合院。日前，徐集乡“福寿家园

医养结合院”被确定为2021年河南省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不久，固始县临淮

地区最大的医养中心将在这里落成。

5月13日，在三门峡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阳店镇羊角寨村的温室大棚里，村民何站直在采摘精品小西瓜。近年来，该村大力调整种植

结构，相继发展日光温棚33座，总面积400余亩，分别种植有羊角蜜、小西瓜、番茄、黄瓜等果蔬，每座温棚年纯收入达3万余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彭红勇摄

淮滨县谷堆乡“油菜经济”美乡村富百姓

光山县东岳寺村

秀美景色
激活“写生经济”

返乡智造轻钢小别墅 返乡创业建成新民宿

固始县徐集乡创建医养结合院

“家”的气息扑面来

坚决守牢民生保障底线
“十四五”我省民政将落实好“四个
不摘”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河南工会万场文化活动启动

郑州市杜岭街道

“小提案”凝聚社区“大民生”

5 月 17

日，民权县花

园乡组织旺丰

农机合作社维

修服务人员深

入村组，对今

年参加“三夏”

作业的小麦联

合收割机进行

全面“体检”维

修。本 报 记

者 李燕 通讯

员 张增峰 王
立志摄

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激发乡村振兴澎湃动能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周
志恒）“俺上午给社区干部提了提道路缺

少窨井盖的事，社区干部下午就冒雨把窨

井盖做好了，镇里推行的‘马上就办工作

法’就是中！”5月12日，汝南县常兴镇常

兴居委会的李大鸽说起社区干部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以学践行的事，直竖大拇指。

为把党史学习教育学深走实，常兴

镇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信号，用群众思

维解决民生问题，在全镇党员干部中推

行“马上就办工作法”，切实转变党员干

部作风，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镇党员

干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300余件，全

镇新修道路40多公里，整治背街小巷3

条，安装路灯300多盏，调处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15起，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汝南县常兴镇

“马上就办工作法”就是中

鲁山 窦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