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舆县高杨店镇

“三色”绘就美丽乡村画卷

新蔡县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王昆明
李亚超王海璎）平舆县高杨店镇以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五年提升行动为契机，统

筹谋划，坚持“三色”同步，推动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齐头并进，着力绘就美

丽乡村画卷。

坚持绿色发展，擦亮生态优先底

色。该镇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畜禽养

殖、生活垃圾处理等领域进行重点管控，

在群众中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鲜明导

向，营造人居环境家家认可、人人参与的

良好氛围。

打造金色农业，巩固提升脱贫成

色。连日来，高杨店镇组织各村驻村工

作队和村干部、帮扶队员深入脱贫户田

间地头、墙舍内外，对脱贫户自我发展进

行验收，及时拨付脱贫户自我发展验收

后补贴资金。今年以来，高杨店镇共计

下拨自我发展资金77.75万元。

传承红色基因，提亮乡风文明纯

色。今年以来，该镇共开展30场红色故

事宣讲活动、播放红色电影60余场次。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宋超喜
赵滢）10月28日，记者从新蔡县了解

到，新蔡农商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用优质的金融服务助推乡村振兴。

新蔡农商银行多形式、多渠道、多

层面开展送红色电影、送金融产品下乡

活动。持续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推

动金融服务提质升级，着力打造“服务

不出门、取款不出村”的农村金融服务

新标准。助农终端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布放自助银行终端91台、普惠金融服务

站241家、普惠金融支付服务点81个、

POS机具914台，村民足不出村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

新蔡农商银行按照“一村一品”“一

镇一业”的发展思路，在服务特色乡镇建

设、发展田园综合体等新兴农业项目开

发上，充分发挥农商银行点多面广的地

域优势，持续扶持高效种植业、养殖业、

农产品加工业、生态休闲观光农业发展，

促进优质蔬菜、中药材、林果、养殖等产

业项目落地生根，以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伟
周晓阳）近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三届

中国考古学大会·公共考古讲座”在渑

池县韶州中学、仰韶学校开讲，此次讲

座邀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栾丰实，湖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所长、湖北省博物馆馆长、研

究员、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中国考

古学会理事方勤分别在两个学校给中

学生授课。

在韶州中学，栾丰实以《大汶口文化

的图像文字》为主题，通过翔实的资料和

大量的案例系统地阐述了大汶口文化和

代表性文物的相关知识。

在仰韶学校，方勤以《长江中游文明

进程》为主题，通过文物图片、实景照片等

方式，引导学生走近长江中游文明，走进

仰韶文化。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杨振宇张珩

深秋的早晨，三门峡

市陕州区宫前乡头峪小学

教室里传出阵阵朗读声，站

在讲台上教课的就是刘洋

子。

今年31岁的刘洋子生

在农村、长在农村。2015

年9月，刘洋子大学毕业后，

毅然放弃了在城市工作的

机会，毫不犹豫地来到了这

个藏在大山深处、名字还有

些拗口的小学任教。

刘洋子说，这里偶尔会

有蛇顺着窗户、门缝爬进

屋，有时候她晚上害怕不敢

睡就坐在床上过一晚上。

她也曾想过放弃，可一看到

学生渴望知识的眼神，就又

咬咬牙告诉自己：“我一定

行，一定要坚守，一定要让

孩子们多读点书，走出这座

大山。”

刘洋子任班主任的时

候，遇到一名孩子，从小妈

妈就去世了，爸爸又常年外

出打工，只留下她与奶奶生

活。孩子长期缺少关爱，性

格孤僻。了解到这些情况

后，刘洋子总是留心这个孩

子，帮她梳头、洗衣服，星期

天带到家里玩，每逢做了好

吃的就带她一起吃。孩子

父亲外出打工时，就把她带

到家里一起生活，陪她逛

街、学习、玩耍、补习功课。渐渐地孩子的成

绩提高了，人也变得活泼开朗了。

刘洋子说：“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半

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师，我能叫你妈妈

吗？’刹那间，我愣住了，一把抱住孩子，眼

泪唰地就流下来了。现在她去市区上初

中了，每星期仍给我打电话聊天，讲学习、

讲生活。”

转眼6年过去了，头峪小学的教学条件

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孩子走出头峪村、走

出大山。刘洋子，依然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

非凡之光，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山区孩子

前行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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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高会鹏）霜

降之后，宁陵县两万多亩的国有林场渐渐变

了颜色。杜仲、榆树、刺槐、杨树和苦楝林区

不再苍翠欲滴，仿佛一夜之间被画笔染过一

样，变得五彩斑斓。

近年来，有60多年发展史的宁陵国

有林场以国有林场改革为契机，坚持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在理顺管理体制、

增强发展活力、稳定职工队伍、建立长效

机制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在生态保护与

修复、木材储备林基地建设、提供优质生

态产品和服务等方面持续发力，成功实现

了由基建型林场向生态公益型林场的转

型升级。

从“砍树人”到“管树人”

始建于1958年的宁陵国有林场，下属

5个分场12个护林点，总面积2.135万亩。

“以前砍树卖树是‘大头’，现在栽树管

护是‘大头’。”今年58岁的职工胡建国

1991年参加工作，他经历了林场从“穷困”

到“富强”的转变历程。

改革前，宁陵国有林场是基建型林场，

一直在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收自支、

自负盈亏。最困难时，职工只在年底发一

次工资，拿到手的钱少得可怜。胡建国坦

言，林场没经费更收不上来承包费，形成了

“种树为了砍树卖钱，形不成林业规模”的

恶性循环。

其实胡建国不知道的是，当时两万多

亩的林场木材总蓄积量才5.3万立方米，森

林覆盖率仅35.54%。

痛定思痛，改革是唯一出路。为此，

宁陵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省、市国有林

场改革精神，结合宁陵国有林场实际，采

取了切实有效的改革举措，改职能，促转

型。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从人员安置、

资金保障、地界划分等多方面大力支持，转

思想、聚人心、提素质、重业务。”回想改革历

程，宁陵国有林场场长侯波如是说。

改革焕发生机

停止商业性采伐，不仅使宁陵国有林

场林区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也使林区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改变。

根据林场新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宁陵

国有林场及时调整林场内部机构设置和

职责分工：实行政事、政企分开，调整和完

善了林场内设、派出机构和人员编制，进

一步加强了林场护林和造林的职能。

“根据国有林场改革有关要求，宁陵

县委、县政府安排摸清底数建台账，编制

森林经营方案，划定国有林地、森林保护

红线，对国有林地、林木资源数量等建立

台账，做到了底数清、情况明。”侯波介绍，

林场就此从“资源危机、经济危困”中解脱

出来。

新改革，新职责。通过切实推行场长

目标管理责任制，宁陵国有林场进一步完善

林场内部岗位责任制、生产经营责任制，将

林场各项工作任务和经济指标层层分解，实

行目标管理，年终逐项考核。

改革成效逐步显现出来。目前，该

林场职工年平均工资已从约1.8万元增

长到3.9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带动，2018

年以来累计实施了木材战略储备、森林

抚育、农业综合开发、森林植被恢复等项

目，有林地面积增加9500亩，森林覆盖

率从35.54%增加到71.65%。林场还成

功申报了国家级白蜡苦楝良种繁育基地

等项目。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霞李
东艳 支会如）近年来，孟州市聚焦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工作，利用订单式选派、链条式

培育、全方位保障“三招”，健全常态化驻村

工作机制，打造高质量驻村工作队伍。

订单式选派，精准指导出实效。坚持

“先定村、再定人”的原则，紧贴派驻村需求

和市直部门职能，充分考虑人选的年龄、专

业、经历等因素，按照贫困村、软弱涣散村、

乡村振兴任务重的村、千万工程示范村、特

色旅游村、特色文化建设重点村、任务重的

重点非贫困村、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8个类

型，分类别选派驻村工作队伍。将信息、技

术、资源持续注入基层，锻造一支想干事、

会干事、能干成事的“基层尖兵”。同时，经

过实践，促使他们得到充分锻炼，快速提升

干事创业的能力，尽快成为派驻村的“智囊

团”，助推乡村振兴。目前，全市共有57支

驻村工作队、成员171人。

链条式培育，强筋壮骨长才干。注

重日常培养方式，利用开展“考、晒、比、

评”系列活动和实施驻村第一书记“老带

新”工程，通过每周晒日志、每月一测试、

季度一观摩、半年一测评、年度一考核等

方式，营造学先进、比业绩、展成效的工

作氛围，持续提升驻村工作队能力素

质。截至目前，已进行知识测试7期，开

展“驻村工作队业务知识大比武”知识竞

赛3期，晒评工作日志40余次。今年以

来共有1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6个选派单

位获得省、市级荣誉。

全方位保障，凝心聚力鼓干劲。严格

落实并保障驻村第一书记专项工作经费、

驻村工作队生活补助、体检保险等驻村工

作经费支出，确保驻村工作队安心驻村开

展工作。同时，制定组工干部联系基层制

度，组工干部以乡镇为单位分组联系驻村

第一书记，为其解业务疑惑、减工作压力、

添干事动力。树立鲜明用人导向，注重在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中培养选拔

干部，通过驻村工作考察识别干部，对干出

成绩、群众认可的优先重用，实现“提拔一

个、吸引一批，重用一个、激活一片”的良好

态势。今年以来，已提拔重用3名驻村工作
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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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青

据河南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

活必需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价

格总体稳中有涨。

猪肉价格震荡回升，上周全省肉类

零售均价为62.58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0.18%。其中，猪后腿肉零售均价为

29.8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1.98%；牛

腿肉零售均价为78.51元/公斤，较前一

周上涨0.32%；羊腿肉零售均价为79.34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0.65%。受消费

回暖、加工需求增加，10月中旬以来猪肉

价格持续震荡回升。当前生猪市场供应

依旧充裕，预计近期猪肉价格反弹空间

有限。

鸡蛋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10.32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4.03%；白条鸡零售均价为17.5元/公

斤，较前一周上涨0.98%。由于气温骤

降抑制蛋鸡生产，市场供应相对减少，

加之肉、菜价格上涨拉动鸡蛋需求，预

计近期鸡蛋价格仍将维持强势。

粮油价格稳定，上周全省粮食零售

均价为 4.96 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39%。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16.44

元/升，较前一周上涨0.12%。天气转

凉，粮油需求量有所增加，但我省粮油

市场供应充足，预计近期粮油价格仍将

以稳为主，波动不大。

蔬菜价格延续涨势。上周全省蔬

菜零售均价为6.95元/公斤，较前一周

上涨5.3%。10月底气温回升，本地菜

供应量增加，前期涨幅较大的菠菜、西

葫芦价格明显回落。随着秋冬季蔬菜

大量上市，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将会有

所缓解，但受产地转换、种植成本等因

素影响，蔬菜价格仍呈高位运行。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水果

零售均价为6.59元/公斤，较前一周上

涨1.23%。受季节转换影响，夏季水果

逐渐退市，产区供应减少，预计后期水

果价格小幅上涨的可能性大。

“俺这2600元工钱早就送来了，一

分不少，三年了，没想到还真能要回来，

谢谢巡察组的同志们呀”。今年8月，在

沈丘县委第四巡察整改督查组深入北杨

集镇谷孟庄村实地调查时，村民于桂兰

见到副组长李海涛时说。

事情还要从去年11月说起，沈丘县

委第四巡察组进驻北杨集镇谷孟庄村

开展村（社区）巡察。

“谷孟庄村目前还有未脱贫户4户

17人，我们要逐户走到，一是看看村里

扶贫政策落实得咋样；二是了解一下群

众民生诉求，把我们在基层听到的看到

的都如实反映给党委政府，督促他们整

改。”组长乔海东在入村当天就对巡察

人员下了这样的命令。带着任务，同志

们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巡察工作。

“俺村啥都好，该俺得的钱政府都

给俺了，但有一件事，其他人欠俺的钱

你们管吗？”该村贫困户于桂兰与正在

走访的巡察组同志唠起了家常。原来，

于桂兰今年60多岁，老伴孟纪魁患有腰

肌劳损，不能干重活，老两口的生活重

担几乎只有于桂兰一人承担，前几年于

桂兰跟随本村建筑队工头徐某打零工，

两个月60个工3600元一拖再拖，追得

紧就给点，追得不紧就再拖。“三年了，

到现在还有2000多块钱没给俺，他总

说人家欠他的钱没到账，可三年了也该

给了。”

“我们下基层巡察，目的是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不能绕着过，贫

困户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国家千方百计

扶贫，帮助困难群众脱贫，我们更要义

不容辞。”组长乔海东表态说。

在沈丘县委第四巡察组的督促下，镇

村干部联合出面调解，徐某亲自把2600元

送到于桂兰的家中，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沈丘县委巡察办主任张涛这样说：

“我们巡察工作要以‘发现问题、落实整

改、形成震慑’为根本，变‘被动接访’为

‘主动下访’，深入收集突出问题。同时，

把为民办实事作为联系群众、打通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有效抓手”。 （曹勇）

巡察走基层 为民办实事

10月29日，在灵宝市西阎乡干头村的诚成菌业专业合作社，工人们在生产食用菌袋料，为香菇生产做准备。近年来，该乡大力发

展食用菌产业，采取“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食用菌年生产规模达1300万袋。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伍勤鹏 摄

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总体稳中有涨

“得知有彩民购买的刮刮乐中
了25万元大奖后，我那里的其他彩
民这两天就迷上了刮刮乐，希望也
能喜从天降……”11月 1日上午，
41040058号投注站销售员陪同刮
刮乐25万元中奖彩民现身市福彩
中心兑奖厅。该投注站销售员笑呵
呵地说，上周六晚上25万元刮刮乐
大奖花落投注站，我也跟着高兴。

据介绍，获奖彩民李女士是一
位刮刮乐的“忠实粉丝”，购彩时间
长达5年。在她看来，花点小钱去
投注站娱乐休闲一下，不但可以解
闷消遣时间，还可以中大奖，即使
不中奖也可以为慈善事业做贡
献。10月29日晚上，李女士在回
家的途中路过家门口的福彩投注

站，就进去买了一本面值10元的刮
刮乐“积金至斗”试试手气。当她
刮到最后一张的时候，刮出了一竖
列都是2时，她有点惊讶，又有点怀
疑，立即跑向了投注站工作人员面
前，“您看下，我这是不是中大奖
啦！”获奖彩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是的是的，恭喜您，您这是刮
出了25万元奖金。”投注站工作人
员比获奖彩民还要激动。

谈及中奖奖金的用途，李女士
高兴地说：“孩子该上大学了，对于
工薪阶层来说学费是一笔不小的费
用，这笔奖金也刚好用到最该用的
地方，也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真的没
想到自己这么幸运，这钱来得真及
时！” （豫福）

﹃
老
师
，我
能
叫
你
妈
妈
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