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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开局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国家乡村振
兴局局长刘焕鑫介绍，2021 年以来，我国实
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平稳过渡，脱贫群众收入持续增
长，发展能力持续提高，守住了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良好
开局。
受国务院委托，刘焕鑫 21 日向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作国务院关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情况的报告时作了上述介绍。
根据报告，2021 年以来，我国聚焦重点

渑池县 农耕文化带火乡村游
卧龙区 特色产业引领振兴路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马德 制，累计拆除违章建筑 60 万平方米，改造
英）到陈村乡看月季花海、到英豪镇赏农 无害化卫生户厕3.5万座，
绿化11946亩。
家风情、到段村乡寻古访幽、到洪阳镇体
同时，该县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结合
验采摘乐趣……今年端午节假期期间， 地理地貌、乡土风情，建成一批形态各异、
渑池县乡村游异常火爆，大批网红景点串 独具特色的景观，并建成小菜园、小果园、
珠成线，吸引无数市民走出城市，走进乡 小花园 4000 余个，游园 32 个。
村。
此外，为切实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
“从 4 月中旬开始，俺村郭坡农耕文 效，该县通过开展“五美庭院”创评、实行
化游园人气爆棚，每天的游客有 1000 多 党员积分奖励、设立人居环境监督岗，搭
人。”6 月 20 日，陈村乡池底村党支部书 建群众参与平台，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唤
记、村委会主任崔青松说。
醒群众“扫庭院、整卫生”的优良传统，引
乡村游的火爆得益于渑池县深入开 导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环境整治，努力营造
展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去年以来， “村干净、户整洁、人精神”的良好氛围，为
渑池县按照省、市总体部署，建立以县委 发展乡村旅游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书记为组长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专
“渑池县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分
班，把县直单位与各行政村结对捆绑，同 期分批打造出一批既有‘颜值’又有‘内
责同奖同惩，形成全县各级各部门共同参 涵’的样板村，持续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
与的工作格局，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和幸福指数，真正让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的
全域覆盖的农村人居环境网格化管理机 地方。”渑池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英杰说。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王松
引人才。卧龙区积极实施“乡贤回
林 张空）6 月 20 日，在南阳市卧龙区蒲山 归”工程，开展常态化的乡贤联系服务活
镇大爱无疆艾草公司，员工们正在赶制 动，打造了“最忆是故乡”
“ 月是故乡明”
艾灸产品，为三伏艾灸旺季备足货。
“乡贤家乡行”等品牌活动。实施“卧龙火
据了解，目前卧龙区艾草产业产值 种”计划，开展 5 期“卧龙火种·雏雁归巢”
突破 50 亿元，新发展艾草种植 5000 亩， 系列活动，300 多名优秀学子通过“家乡
新增经营主体 507 家，新注册商标 520 研学”
“家乡代言”等形式，了解卧龙、宣传
个，新取得各类产品字号 27 个，新增加就 家乡，埋下努力成才、学成归来的种子。
业 5000 余人，辐射带动 5 万余人实现家
优环境。今年以来，卧龙区围绕“净
门口就业，艾草产业成为卧龙区实现产 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目标，创建
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美丽小镇”1 个、
“四美乡村”11 个、
“五美
强产业。卧龙区编制了月季、艾草 庭院”9000 户，发挥示范作用。同时，投
产业五年发展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规划， 资 4.65 亿元的国家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
加快建成卧龙艾草产业园，建设月季交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基本建成，实现了“开
易中心、中原艾谷、艾灸体验街区等重点 窗见绿、出门入园”
“水清岸绿，蝉噪蛙鸣”
项目，实施月季博览园、药益宝提档升级 的美丽景象。走进卧龙区英庄镇段寨
工程，着力打造集月季艾草种植、精深加 村，扑面而来的是环境优美的新农村气
工、康养服务、休闲观光等于一体的全国 象。以英庄镇为代表，卧龙区正在绘就
一流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一幅富裕宜居的新画卷。

孟州加快建设两大灌区工程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
讯员赵春营 范晴甜）6 月 20 日，
烈日炎炎，
小浪底北岸灌区及配
套工程和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
及灌区工程孟州片区的施工现
场一片繁忙，施工人员正在抢抓
工期，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
据了解，
小浪底北岸灌区及
配套工程和西霞院水利枢纽输
水及灌区工程建设不仅是国务
院确定的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
利工程，还是省委、省政府实施
“四水同治”战略首批推进的 10
项重大水利工程。
其中，小浪底北岸灌区工
程从小浪底水库引水，通过骨
干工程和灌区灌排工程系统，
提高水的利用率，解决沁河、蟒
河流域内严重缺水地区的工农
业及城乡人畜用水问题。该工
程总投资 32.32 亿元，设计年引
水量 2.39 亿立方米。
西霞院水利枢纽输水及灌区工程是
构建完善河南省现代水网体系的骨干工
程和战略工程，在提高豫北地区抗旱能
力、保障区域粮食稳产增产方面具有重要
作用。孟州境内工程涉及孟州市 5 个乡
镇（街道）56 个行政村，灌溉面积 3300 公
顷，总投资 11.45 亿元。工程建成后，可
全面提升孟州区域水资源配置能力，保障
区域供水安全和粮食安全。

更健康 更营养 更好吃

卢氏全水培蔬菜进了粤港澳“菜篮子”
本报讯 （记者孙雅琳 通讯员叶新
今年年初，在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
波）
“我们的全水培种植蔬菜要装进粤港 支持下，该公司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
澳大湾区的‘菜篮子’了！”6 月 22 日，卢 “菜篮子”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确保
氏县 AIOT 智联植物工厂示范园的工厂 基地生产的蔬菜农产品与供粤港澳农产
长岳石坡告诉记者，不久前，粤港澳大湾 品同线同标同质。
区“菜篮子”工作办公室发布了第十批
目前，园区首批上市的全水培种植
299 个“菜篮子”生产基地认定名单，和 的菜蔬主要有奶油生菜、罗莎生菜以及
仲后稷（卢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我 意大利生菜。
“这批生菜零农残、零重金
省唯一一家蔬菜供应企业成功入选。
属、零亚硝酸盐，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由该公司开办的 AIOT 智联植物工 和维生素 C，吃起来更加可口，这也是我
厂示范园，毗邻全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 们能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的重
迁安置社区——兴贤里社区，与卢氏县 要原因。”岳石坡说。
城隔洛河相望，是集自动化播种育苗、智
能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还
能种植、组培、加工、研学于一体的高科 有另外一个原因：园区通过智慧生产管
技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理系统建立规范准确实时的生产数据
去年 11 月，示范园一期工程投产， 库，有效管理生产的各个过程。
种植蔬菜品种达 48 种，每年可稳定生产
“我们采用的AIPaaS系统，
由生产管
15 批次的鲜活蔬菜 180 万斤，辣椒苗 理系统、智能环控和 AI 智慧种植系统组
462 万株，脱水蔬菜 3000 吨，无毒组培 成，
它让农业专家的经验变成数据，
用来指
苗 500 万株。
导种植生产。
”
该公司行政助理李文杰说。

我省下达资金 3.32 亿元
支持提升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本报讯 （记者刘婷婷）6 月 22 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近日省财政下达省
级应急装备能力建设资金 3.32 亿元，用
于采购以水灾害救援装备为主，适当兼
顾森林防火等全灾种救援装备和必要的
执法装备，支持我省完善应急救援装备
体系，提升应急救援实战能力。
根据《河南郑州等地特大暴雨洪涝
灾害灾后恢复重建应急能力提升专项
规划》，我省今年将安排资金分步骤支

持做好省级应急装备能力建设、应急指
挥通信能力提升、灾害监测预警信息系
统建设、消防综合救援装备能力提升等
工作，着力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全面提
升应急指挥、应急响应、应急救援、应急
保障等能力，最大限度防范化解灾害事
故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
社会稳定，为确保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河
南、确保高水平实现现代化河南筑牢安
全屏障。

邓州市 融资方案现场定

6 月 22 日，宁陵县自然资源局在该县立源学校开展全国土地日宣传教育活动，党员志愿者通过多种形式为学生普及
耕地保护知识。
闫占廷 贾孝印 摄

冢子坪村的杏李，
好甜！
□本报记者 张莹

群体，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机制；聚焦
持续增收，支持脱贫地区发展产业和脱贫人
口稳定就业。脱贫人口和脱贫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持续增长，增速均高于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聚焦重点区域，加大对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支
持力度。
“ 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质
量持续提升，脱贫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持续改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第三方评估数据显示，
脱贫地区群众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认
可度达 94.9%。

392 户 1432 人，面积 5.5 平方公里。冢子
坪村不通高速，也不通高铁，X011 公路穿
6 月 21 日，冢子坪村第一书记王立伟 村而过。地处丹江水库水源保护区，为确
来到邓家岭果园，杏李还有几天就要上市 保“一江清水北上”，自 2016 年开始，老城
了，他来看看长势。
镇开始发展林果产业，共发展林果 3 万余
“今年天旱，杏李会更甜！”王立伟 亩，冢子坪村两侧岭上、沟里是林果产业
说。太阳火辣辣的，园里的果树挂满了杏 带，种植杏李、黄杏、桃子等果树。
李，有青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一
冢子坪村以前种植了 200 多亩桃子，
口咬下去，汁多肉厚！好甜！
桃子不耐储藏运输，装车外运果子容易坏
“我们村的杏李喝的是丹江水，品质 掉，影响效益；种植的 200 多亩黑总统杏
好，味道美，产量高！”王立伟说。邓家岭 李口感不太好，2020 年，村里开始着手提
在村子的高处，站在果园里，远眺能看到 质增效。
丹江水库，丘陵沟壑一片葱茏。
“从辽宁寄来的杏李苗有筷子粗。”59
果园里的杏李有新栽的，不少是桃树 岁的村党支部书记罗振强比画着说，至今
嫁接的。
“ 你看，这是去年 10 月嫁接的杏 他还记得买杏李苗时的情景。
“ 该扦插的
李，枝条有手指粗了，明年就该挂果了。” 扦插，该嫁接的嫁接！”2018 年，罗振强把
杏李大多用袋子套着，王立伟给记者算 大红袍杏李引进村，在自家果园里试种。
账：
“一个袋子 3 分钱，加上人工一共 2 毛 嫁接杏李两年就能挂果，看着杏李挂了第
钱，套袋后杏李品相好，一斤能多卖 1 块 一个果，罗振强心里有底了：冢子坪村的
土壤气候适宜种植大红袍。
钱，附加值提高了不少。”
“冢子坪村有个村集体种植农民专业
冢子坪村位于淅川县老城镇，全村

合作社，2020 年，依托合作社我们开始品
种改良升级。”王立伟说。通过开荒加流
转土地，村集体现在种有 160 亩果园，率
先开始淘汰桃子，栽植新苗，嫁接杏李，桃
子逐渐退出果园，取而代之的是蜂糖李、
大红袍、前卫红李、凤凰李等杏李优质品
种。在合作社的带动下，果农积极改种优
良杏李。现在，冢子坪村杏李种植面积接
近千亩，成了镇上最大、全县有名的杏李
村。
为提高杏李品质，村集体的杏李园被
合作社打造成实操培训中心，现场手把手
教村民修剪、拉枝、疏果、施肥、套袋等技
术。
“开始是请外面的专家培训，后来合作
社自行开展培训，
现在我们培养的果农，
很
多被邻村请去剪枝、拉枝挣钱。
”
王立伟说。
“种果树前期投入太大，150 亩的杏
李园仅人工一年投入就约 15 万元，杏李
的寿命长达 20 多年，管理好产量逐年增
加！”罗振强说。去年，冢子坪村的杏李卖
了 20 多万斤，随着果树进入盛果期，今年

产量将大幅增加，每亩预计 2000 斤以上，
明年产量将翻一番。
杏李还没上市，冢子坪村不少果农的
杏李就被预订一空了。罗振强家的 120
亩杏李，被辽宁的客户提前预订。每年果
子成熟季，全国各地的经销商直接上门洽
谈，整车的杏李被拉走，通过冷链物流，销
往北京、辽宁、湖北、江西、安徽等地。
“今
年合作社准备直播卖货，网上销售，减少
中间环节！”王立伟说。
6 月 22 日，内乡的水果经销商一早来
到冢子坪村，正好碰上了王立伟和罗振
强。他们领着客商到村合作社大小果园
看，看到今年果树长势，经销商当即决定
高价预购。
冢子坪村水果分拣中心和 500 吨量
的保鲜库，已经做好了杏李上市的准备；
村里新设计了水果包装盒，还准备购买一
批果篮，作为礼品包装。
“今年的杏李预计
卖价高，好果子当作礼品卖，效益就更高
了！”王立伟说。

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张申）
“我们整个产业园项目建设和运行，得到
了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部门多
次将办公会开到企业来，解决了很多具
体问题。”6 月 21 日，邓州市润宝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冠说。
前不久，邓州市金融服务中心组织
辖内银行负责人走进该企业，对项目后
续建设情况进行调研，针对企业反映的
建设资金和流动资金需求，现场为该企
业制定融资方案。经过沟通协调，现场
达成了 750 万元的融资意向。
今年以来，为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邓州市通过加强政银企对接，
盘活企业资产，创新放贷等形式，让更多
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帮助企业走出

困境，实现了健康有序发展。为缓解企
业经营中面临的资金困难，该市坚持资
金跟着项目走，不断创新银企对接模式，
开展工业企业专场银企对接活动 10 余
场，鼓励引导银行机构与企业面对面交
流，更直接地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截
至目前，该市金融机构已为全市 166 家
企业融资超过 22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本源，
常态化分领域开展银企对
接活动，
对创新实力强的工业企业、
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和科技型企业，
引导金融机
构重点支持，
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
邓州
市金融服务中心主任薛贤说。

精准发力

两稳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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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问责”促
“尽责”
长垣市南蒲街道纪工委提升能力作风建设成效
本报讯 近日，长垣市南蒲街道纪工
委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能力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强化责任担当，认真落实开展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要求，以“问责”促“尽责”，提
升工作质效。
围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长垣
市南蒲街道纪工委以督学、督勤、督责、
督改、督效“五督”为抓手，强化监督检
查，聚焦项目建设、乡村振兴、安全生产、
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疫情防控等重点
工作，紧盯责任主体、重点人群、关键环
节、突出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履职尽责。
据统计，今年以来，南蒲街道纪工委共监
督检查 36 次，下发督查通报 22 期，督促
整改问题 28 个。

新闻热线：0371-65795707 广告热线：
0371-65795789 发行热线：0371-65795830 总值班 王东亮

值班主任 张豪

为持续强化机关作风整顿工作，南
蒲街道纪工委细化党员干部工作职责清
单，定期开展职责落实情况监督检查，不
定期对办事处、村（社区）工作人员值班
值守等情况进行随机抽查。针对不担当
不作为、违反工作纪律等问题进行严肃
问责，形成以制度管人，以监督促效，以
问责提纪的长效机制。自活动开展以
来，南蒲街道纪工委共通报批评 17 人，
诫勉谈话 3 人，给予党纪处分 2 人。
随着能力作风建设监督问责工作
启动，南蒲街道纪工委还同步开展以案
促改、以案促治工作，对群众反映强烈、
线索具体的问题直查快办，并开展经常
性警示教育，将能力作风建设引向深
入。
（路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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