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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Ⅱ

□本报记者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乐义文/图

“我们朱寨的香菇是村集体经济的支柱产业，也

是朱寨的一张名片。今年9月连获三个奖，这对我

们进一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是最好的鼓励。”10月

27日，说起荣获汝州市“十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称

号，朱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汝州市温泉食

用菌发展公司董事长朱学卫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朱寨村地处温泉镇，2017年被确定为河南省第

一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村。为了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朱寨村成立了汝州市温泉食用菌发展公司，流

转土地162亩，建设香菇大棚82座、配套建设近600

立方米冷库一座。历经数年发展，已成长为集培育

高产菌种、菌菇生产、销售、技术研发推广和培训等

于一体的食用菌企业。今年前9个月生产菌棒24万

袋，预计效益超过100万元。

朱学卫说朱学卫说，，公司的香菇生产带动近公司的香菇生产带动近200200名群众名群众

就业就业，，人均年增收超过人均年增收超过11万元万元。。目前目前，，该公司香菇生该公司香菇生

产基地已吸纳朱寨及周边村产基地已吸纳朱寨及周边村105105户食用菌种植户加户食用菌种植户加

入入，，拥有大棚拥有大棚15801580座座，，年产香菇年产香菇79007900余吨余吨，，年产值达年产值达

79007900余万元余万元。。种植户每个棚的净收益达种植户每个棚的净收益达22万万~~33万元万元。。

朱学卫说，下一步，公司会利用市场资源，积极与超

市、电商、深加工企业对接，形成“互联网+农业”发展模

式；利用已建成的大型烘干车间对香菇进行烘干、精包

装、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基地收益；还要按照温泉

镇发展规划，向休闲观光农业方面发展。

2020年，该公司生产的香菇获“中国绿色产品”

认证。今年9月，该公司又连获三个奖：村集体经济

被授予汝州市“十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汝州香

菇”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称号，同时获汝州市

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农特产品展销活动“优质

产品奖”。

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料博览会在广州举办

汝州市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广受关注与好评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相一杰）10月

27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在以“味自东来，

保莞有料”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国际食品及配

料博览会上，汝州市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

河南省甘薯展区代表参展，广受关注与好评。

此次食博会由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

心、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农业行业分会主

办，10月16日至18日在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共设置乡村振兴、服务贸易、食品、茶叶、甘

薯等8大展区。

汝州市组织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省、市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三粉”制品加工企业、甘薯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10余家，展出西瓜红、烟薯

25等多个优质脱毒甘薯品种，粉皮、粉丝、粉条

等“三粉”制品，及薯条、紫薯麻花、酸辣粉等加工

制品。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总农艺师杨玉璞、对外

经济合作处二级调研员张胜利一行专程到汝州

市展区，详细了解甘薯产业发展情况，肯定了汝

州市以创建省级甘薯现代农业产业园为抓手，

推动甘薯主导产业发展的做法和成效。

通过本次食博会，极大提升了汝州市甘薯

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在展会现场组织的试

吃、交流等活动中，汝州市甘薯制品品质、品相、

口感等提升方向进一步明确，甘薯产品也更加

符合市场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毛远恒）“这

是今年的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征收通

知，这是你所享受的政策。”10月25日上午，

在汝州市煤山街道肖庄社区脱贫户刘留占家

中，帮扶责任人余亚楠正为他讲解最新的帮

扶政策。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煤山街道坚持事

前监测和事后帮扶相结合，不断加大监测和帮

扶力度，防止脱贫户返贫和边缘户致贫。其具

体做法是，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学习培训，掌握

上级下达的各项政策；深入排查走访，重点对

脱贫户“两不愁三保障”情况进行排查并做好

登记备案，了解和解决帮扶对象面临的问题和

需求；组织各社区、村，开展孤寡老人、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义诊活动，针对其身体状况提出针

对性指导建议；同时，细致排查比对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数据，动员存在

返贫或致贫风险的农村边缘人口积极参保，严

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切实让惠民政策普惠于

民。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郭晓杰）10

月23日上午，汝州市委党校教学楼门前广场

上，各用人企业的招聘展台、展板一字排开，

企业工作人员笑脸相迎，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杨开行满怀渴望，询问和了解企业招聘情

况。

“这三天的学习和就业招聘让我吃了一颗

定心丸。”拿着就业意向书，杨开行说，他已与多

家企业交流过，找到了心仪的岗位。

此次招聘会前，为了帮助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尽快了解地方情况，进一步提升职业技能水

平，汝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了2021年首届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170余人通过

培训获得了结业证书。

在组织培训的同时，汝州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联系中国邮储银行汝州市支行，为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提供了“拥军卡”办理服务。

据悉，在当日的招聘活动中，来自汝州的

1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了130个岗位，总需求

人数300多人，有60多名退役士兵与企业达

成了就业意向。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峰）10月26日，

汝州市煤监局召开全市煤矿安全工作会议，通报前三

季度煤矿智能化建设、煤矿安全三年专项行动情况，

及全年目标进度完成情况，安排第四季度煤矿重点工

作。该市辖区煤矿矿长、安全矿长、机电矿长、瑞平公

司安全副总，煤监局相关科室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汝州市煤监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延武指出：秋

冬交替时期历来是煤矿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各单位

要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努力推进煤矿安全生产治理

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延武说，要严格督促各煤矿加快技改和升级

改造进度，确保煤矿按时完成年度目标。要积极推进

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健全风险隐患双重

预防体系。要提高政治思想站位，严格依法依规办矿

意识。近期全国煤炭价格持续高位运行，部分煤炭企

业生产压力增大，各煤矿更要坚决依法依规办矿，积

极配合监管部门做好各项安全工作。各煤矿要落实

主体责任，积极完成年度煤矿智能化建设和三年专项

行动目标，认真落实国家、省工信厅要求的“电子封

条”建设任务，打赢煤矿领域百日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杭高博）10月25

日，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组织辖区从事污染

源自动监控设施运行维护的企业，召开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运行维护工作推进会，安排进一步加强运维企

业规范化管理、自动监控设施自查整改等工作。

会上通报了在线监控数据违规方面的典型案

例，反馈了前期现场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依据固定

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以及水污染源

在线监测系统相关技术规范，从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的建设、验收、运行维护、异常数据审核等方面，对

运维管理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运维人员何时进入基站，进行哪些操作，是否

符合技术要求，都要在运维记录台账上体现出来。”

会上，该局要求运行维护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

量和意识，提升运维工作水平，依法履行承担的职

责，保证自动监控设施正常运行；要根据相关技术标

准对运维的自动监控设施开展自查，详细梳理自查

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限时进行整改；要严格落

实数据审核、工作报告等管理制度，确保运维工作规

范有序。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关莉艳 闫红涛）

“往年一下雨，路面就积水，出行不安全，改造过后，

生活环境好了，大家住得更舒心了。”10月25日，在

汝州市煤山街道木材小区家属院，居民张女士在道

路沥青铺设现场说道。

“每天有90人在现场施工，后期还要加大人员

和机械投入，确保按原计划圆满完工。”汝州市住建

局旧改办负责人王磊说，老旧小区改造是看得见、摸

得着、实打实的民生项目，小区道路硬化、楼房保温

层铺设、绿化美化等工程既要抓质量，也要抓进度。

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汝州市住建局始终保

持“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初心，做足充分准备，切实解

决居民关心关注的问题和实际困难，既因地制宜，又

统筹长远，做到改造前问需于民、达成共识，在19个

老旧小区提升改造项目中，目前已完成全年工程量

的70%。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宋佳）10月21日清

晨6时，汝州市人民法院70余名干警再度集结，在班

子成员的带领下兵分6组，奔赴各乡镇、街道，再掀秋

季集中执行风暴。

行动前，该院党组书记、院长杨长坡作了动员讲

话。为确保行动取得实效，干警们预先对案件情况进

行了集中摸底排查，精心策划、严密部署。在执行过

程中，干警们将释法明理、耐心劝诫与依法采取强

制措施相结合，既做到善意文明执行，又充分保障

申请执行人合法权益。

此次集中执行行动持续近10个小时，查找失

信被执行人59人，拘传42人，拘留17人，当场履行

完毕案件5起，和解7起，查封汽车1辆，涉案标的

金额506万余元，执行到位金额93万余元。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生旦净丑演

技妙，做打念唱造型俏。10月26日，汝州市夏店镇戏

曲进校园活动在奕铭学校举办。国家一级演员刘忠

河、李天方、申小梅与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明星擂主，应

邀为观众送上了一道戏曲文化大餐。

奕铭学校是夏店镇民办寄宿式小学，现有在校生

1500余人。为了让全校师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

弘扬传承戏曲文化，该校举办了这次戏曲进校园活动。

演出在舞蹈《共筑中国梦》中拉开了序幕，接着，

戏曲、小品、杂技16个节目依次上演。夏店籍梨园春

明星擂主鲁丽娜表演了豫剧《朝阳沟》选段，80岁高

龄的刘忠河表演了豫剧《打金枝》选段，李天方表演了

曲剧《李豁子做梦》选段，申小梅表演了越调《收姜维》

选段，获得了阵阵掌声。《西游记》美猴王的漂亮扮相、

川剧出神入化的变脸，深深吸引了师生的注意力，台

上台下互动，掌声、欢呼声将演出一次次推向高潮。

上好退役第一课 转岗培训促就业
汝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自主就业退役士兵适应性培训

事前返贫监测 事后精准帮扶
汝州煤山街道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架构资金管理“高压线”筑牢乡村振兴“压舱石”

汝州市煤监局

部署第四季度煤矿重点工作

平顶山市生态环境局汝州分局

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运维企业监管

汝州市住建局

提升改造老旧小区让群众更舒心

汝州市人民法院

再掀秋季集中执行风暴

夏店镇举办戏曲进校园活动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打造新型农业主体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今年以来，汝州市财政
局把乡村振兴工作作为财政
优先保障，强化党建统领，创
新财政支持方式，规范资金
使用管理，落实公开公示等
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部门
协同、上下联动的资金监管
机制，架构衔接资金管理使
用“高压线”，确保每一笔衔
接资金用在刀刃上，全力筑
牢乡村振兴“压舱石”。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郭梦迪王晓利

汝州展台相一杰摄

专场招聘会现场郭晓杰摄

香菇采摘香菇采摘

香菇长势喜人香菇长势喜人

强化党建统领健全工作机制

该局党组坚持把巩固脱贫成效作为头等

大事来抓，统筹做好同乡村振兴在领导体制、

发展规划、政策举措等方面的有效衔接，定期

研究部署安排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梳理

阶段重点，压实责任，充分保障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资金调度使用，筑牢资金监管体系，

深化作风建设，确保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资金

落地见效。

加强资产管理推进乡村振兴

高度重视扶贫资产后续管理工作，该局与

汝州市乡村振兴局密切配合，以点带面，分年

度、分乡镇、分村建立扶贫资产台账，保证项目

数据翔实、资金笔笔准确，高效推进扶贫资产登

记管理工作。

目前，该局完成确权登记的项目已进行资

产公示，通过资产收益、资产租赁等方式，加深

与合作社、龙头企业、专业大户的合作，进一步

提高扶贫资产带贫效益，激发资产活力，发挥财

政资金长久效益，健全长效稳定脱贫机制，接续

推进乡村振兴。

优化资金配置确保精准滴灌

秉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思想，该

局与汝州市乡村振兴局保持无缝衔接，聚焦乡

村振兴突出短板，督促严抓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补助资金项目建设，提前做好项目储备，严格项

目论证入库，做到早谋划、早部署，增加项目立

项严谨性和合理性，及时按照上级政策做出调

整，保障资金与项目精准对接，实现资金的精准

滴灌。

加快资金支出进度开辟拨付绿色通道

建立财政、扶贫、交通、农业农村等多部门

联动机制，该局加快扶贫资金支出进度。各部

门缩短资金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定时督促

项目施工进度，对实质性开工建设的项目第一

时间拨付30%的资金，根据工程进度及时拨付

资金，开辟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对各级各类衔接

资金做到应支尽支。

健全信息公开制度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该局健全衔接资金信息公开制度，依法依

规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资金信息，主动接受各

方面监督，确保资金在阳光下运作、常态下公

开，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在落实各级各类问题整改中，该局结合各

级各类督查巡查反馈问题，逐一对标对表，认真

剖析问题背后深层次原因，积极认真自查，高质

量完成整改工作并举一反三，把自查整改工作

与资金日常监管和其他监管工作相结合，完善

制度措施，从根源上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补

齐短板，护航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