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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版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刘小方

“看看我们的水果玉米，颗粒饱

满，可以生吃，吃一口又甜又脆，当天

现摘现发……”6 月 28 日，内黄县马

上乡店集村驻村第一书记何艳军在

内黄县六村乡的水果玉米种植基地

直播带货，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直播间里吸引了2万多人围观。

2020 年 5月，内黄县委组织部、

县商务局开展直播带货培训，何艳军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上了助农直播

的道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是跟电

视台的主持人一起出镜的，手也不知

道怎么放，话也不知道怎么说，还脸

红害羞嘞。”何艳军笑着说。

随着粉丝量的增多，何艳军不敢

停歇，白天有工作，趁着中午、晚上每

天都要坚持直播一场。“不敢停播，停

播会掉粉，到时候咱的甜瓜熟了，直

播没人看，咱销量上不去咋办。”何艳

军说。两年来，从马上乡店集村温棚

甜瓜开始做第一场直播到现在，何艳

军已直播带货 900 多场，销售 1.1 万

单，销售额70余万元，产品卖遍全国。

从线上直播零售再到线下水果

批发，何艳军通过直播打开了当地瓜

果销售的新渠道。

随着直播间粉丝的增多，何艳军

也渐渐成为当地的网红，店集村的老

百姓都称他为“网红书记”。不仅仅是

新鲜果蔬，内黄的多味花生、香辣酱、

豆豉酱、冬夏枣茶、黑豆腐竹等土特产

也成为他直播间的常客。

何艳军说：“‘直播+线下’是一种

新的销售模式，希望把内黄好的农特

产品推广出去，也希望更多的农民学

会通过直播来销售，让更多的农产品

搭上直播的快车，为农民增收，为乡

村振兴添砖加瓦。”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徐
明）“现在正是春玉米收获的时候，

玉米秆粉碎后是很好的青储饲料，

搭配秸秆效果很好。购买的十几吨

小麦秸秆已喂去不少，现在得赶紧

收点玉米秆。每天虽然很忙很累，

但有钱赚累点也高兴。”6月 29日，

在泌阳县杨家集镇晁庄村，依靠养

殖脱贫的丁书立一边忙着投喂饲

料，一边说。

2018年，丁书立在政府的帮助

下，依托 2 只黑波羊开启了养殖致

富的脱贫路。由于缺少技术和经

验，丁书立的羊不是经常生病，就是

繁殖太慢。于是他就积极请教同

行、畜牧站的专家，参加村、镇里举

办的养羊培训班。手把手的指导，

面对面的交流，让丁书立快速积累

了经验，养殖效益也逐步好了起来。

“刚开始养羊就像存钱，随着专

家一对一的指导，现在养殖 50多只

羊心里也有底了。”丁书立笑着说。4

年的养羊经历，不仅让丁书立成为当

地有名的“羊倌儿”，也发了“羊财”。

在杨家集镇像丁书立一样靠养

羊致富增收的村民还有很多。杨家

集镇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为养殖户

提供防疫、检疫和疫病治疗等服务，

让村民在致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更稳。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陈向
华 程杰）“我们充分发挥打火机行业

商会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增加就业

岗位，让会亭镇群众人人有活干，天

天有收入。”7月 5日，夏邑县打火机

行业商会会长朱景杰说。

近年来，夏邑县通过实施打火机

产业升级，引导企业走上规范化、产

业化、自动化发展之路，为当地群众

带来众多就业岗位，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促进村民增收。据统计，全县打

火机企业吸纳 1.5万人就业，其中困

难群众近 2000 人，实现了“一人就

业，全家脱贫”的目标。企业带动就

业，成为“先富带后富”最直接的形

式。目前，会亭镇是全国最大的一次

性打火机生产基地，年产销打火机

50亿只，产值25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薛建祥 何泽垚
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阳）花海绵

延，民居古朴，田园风光添诗意；产业

兴旺，游客如织，美丽乡村寄乡愁。6

月29日，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

的游客三五成群，络绎不绝。

对村民而言，如今河水清、门前

静、风景美，安居乐业的幸福心愿在家

门口就得以实现；对游客来说，逛乡村

美景，吃地道美食，打卡网红街店，这

里成为他们“一解乡愁”的好去处。

为了打造美丽乡村，村里在各家

各户推行垃圾分类，并在村口修建了

一处分类中心，取名“资源分类中

心”，由村民专人管理。为尊重原始

风貌，留住村庄乡愁，新集村房屋在

保持最初自然形态的同时，吸纳豫南

民居建筑元素，将清水墙、小灰瓦、木

窗棂等精心运用到民居和公共设施

建设当中，风格统一，特色鲜明。村

民借助房屋改造开办了农家乐、民

宿、小卖部等，既改善了居住环境，又

增加了家庭收入。四季有花，随处见

景，全村共流转近5000亩土地，培育

油菜花、荷花莲藕、向日葵等观光带，

在盛花期时，日参观游客达 8000人

次以上。

在乡建工作室聆听一场有关乡

村振兴的公益讲座；在书舍感悟一砖

一瓦的匠心独运；在老酒坊体验酿酒

文化的传承；在农产品展示厅购买新

鲜的蜂蜜、鸽子蛋……在新集村，人

们可以近距离体验和感受乡村点点

滴滴的变化。正如游客所说：“如此

乡景、乡情，让人仿佛回到了梦里老

家，感到放松又惬意。”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程
艳波）“你好，请问是东孟庄村的王

海朋吗？我是孟州市槐树乡振兴办

的工作人员，你现在就业有什么困

难吗？”7月 1日，槐树乡振兴办工作

人员向脱贫户王海朋核实就业情

况。

今年以来，槐树乡创新“10·17”

防返贫监测机制，聚焦“户户有就业”

目标，真督实战，不断拓宽就业渠道，

全力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

该乡采取机关干部包村，村干

部包组，帮扶人包户的责任措施，对

全乡 840 户脱贫户逐人摸排，建立

台账，对于不能外出就业的脱贫户，

利用各种产业项目产生的收益开发

光伏维护员、美丽乡村整治员等公

益岗位。目前，共为 180 人安置了

公益性岗位。

该乡将脱贫户就业率纳入年底该乡将脱贫户就业率纳入年底

绩效考评绩效考评，，对于完成较好的村实行对于完成较好的村实行

积积分奖励，对于完成较差的村进行

批评处罚。目前，全乡脱贫享受政

策户、监测户务工人数 1080 人，较

去年同期 912 人相比，务工率达

118.42%。

““下一步下一步，，我们将以产业兴旺为我们将以产业兴旺为

抓手抓手，，在把现有产业项目做大做强在把现有产业项目做大做强

的基础上的基础上，，立足岭区特色立足岭区特色，，深挖资源深挖资源

禀赋禀赋，，做足市场调研做足市场调研，，整合所有资整合所有资

源源，，围绕一村一品围绕一村一品，，精准发力精准发力，，谋划谋划

实施一批前景好实施一批前景好、、见效快见效快、、可持续的可持续的

优质项目优质项目，，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不断不断

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槐槐

树乡党委书记贾振华说树乡党委书记贾振华说。。

本报讯（记者 吴向辉冯佳志）今

年上半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5 亿

元，规模工业总产值5.4亿元，新增规

模以上企业5个……上半年经济运行

的亮眼成绩单，是武陟县乔庙镇近年

来坚定不移走产业兴镇、特色强镇发

展之路，坚持做强工业、做特农业，加

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果。

产业集群生机盎然

6月 28日，走进乔庙镇都市休闲

食品产业园内的华味坊食品（焦作）

公司，只见封闭车间内的自动化生产

线正繁忙运转，经过和、轧、切、蒸煮、

包装等工序，还原传统风味的酸汤面

叶将被运往全国各地的商超。

华味坊食品（焦作）公司面叶类产

品销量居全国第一，年产值 2亿元。

“厂房于 2020 年 3月动工，7月底竣

工，10月投产。实现了当年施工，当

年投产，当年达效，这要感谢镇政府的

帮助，土地平整、附着物补偿、手续办

理，政府提供‘保姆式’服务，项目建设

是零阻碍。”该公司副总经理闫荣升感

慨地说。

近年来，乔庙镇共落地亿元以上

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项目 46个，总

投资达到 84.4 亿元；建成了“一港三

园”即智能制造港、都市休闲食品产

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数码打

印产业园。

农业产业不断升级

眼下，乔庙镇马宣寨村的水稻种

植基地里，新栽的秧苗整齐地立在田

间，一片生机盎然。

河南菡香生态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王福军说：“我们合作社有成员319

户，流转土地近 4000亩，注册了‘菡

香’商标，年精米加工超 1300 万公

斤，不仅带动周边水稻的种植销售，

更提升了品牌效益。”

近年来，该镇以培育农产品加工

大集群、大品牌、一二三产业有效融

合为发展目标，探索创新稻米深加工

途径，形成了从水稻种植—精米加工

—大米深加工—线上线下销售的完

整特色产业链条。

目前，该镇有从事水稻种植的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 16家、以大米为原

料的深加工企业12家，年加工大米4

万余吨，总产值达 10.7 亿元，已成为

豫北地区重要的大米深加工生产基

地。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要做大做

强主导产业、做精做优特色产业、招

引培育龙头企业、融合发展一二三产

业。”该镇党委书记王国柱说，“随着

农业、工业、文化、旅游等产业的不断

发展，乔庙镇将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

样板，构建区域发展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王玉贵丁俊良

“这是党有武、党有全、党有盛、

党有文、党有昌、党育彩、党育云和

党育英等八个人的身份证，全部都

办好了，你们保存好！”

7月 5日上午，西峡县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大队民警孔会、辅警裴晓

冉二人再次来到该县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把党有武等八人刚办好的

身份证交到了护工韩丽手中。

“俺们站上收留的人如果超过

三个月没有找到其家人的，就要落

户安置，俺们为其养老送终。”救助

站站长尹清虎的话中透露着责任和

担当，“落户安置首先要办理身份证

和户口本，之后才能办理社保卡。”

今年5月初，孔会在走访时，了

解到该站收容了八个流浪乞讨人

员，三个多月仍无法与其家人取得

联系，只有留在西峡落户安置。

了解情况后，孔会和裴晓冉积

极与民政部门对接，并协助救助站

完善他们的基本信息。

“他们聋哑呆滞，个人信息无

从查证，我们分别按党姓，称他们

五男三女为八兄妹。”尹清虎说，

“公安局的同志不但上门办证，证

件办好后还把户口本和身份证又

送到救助站，而且不收一分钱，为

他们点赞！”

“党姓八兄妹”的身份证办好了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王腾）7 月 1 日，省科技厅下发了

《关于 2022 年度河南省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资金拟支持项目的

公示》，漯河市 4个项目榜上有名，

拟获研发补助资金 1000 万元，项

目数和补助金额均创历史最好水

平。这也是该市连续 4 年争取到

中央资金支持。

漯河市此次获得资金支持的

项目是市中心医院、漯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河南豫中新材料有限公

司、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分

别承担的“漯河市宫颈癌消除模式

的建立与应用”“基于植物肉为载

体的功能食品制造关键技术与智

能化装备研究及产业化”项目、“电

解铝用废旧磷铁环再生关键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和“邻羧基苯

甲醛新工艺研究及示范”项目。

“我们始终把对上争取科技计

划项目作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

切入点，积极向省、国家推荐申报

我市各类科技计划项目，引导各类

创新主体围绕重点产业领域开展

技术攻关，更好地助力现代化漯河

建设。”漯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效

国强说。

漯河市

4个项目拟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

杜雯慧）“6月 20日许昌市通报5月

份全市数字城管运行情况，襄城县

得 分 99.53 分 ，还 是 位 居 全 市 第

一。”6月 24日，襄城县城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石兰天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襄城县“数字城管”通过信

息员采集、领导交办、视频抓拍、信

息采集车巡查录像、12319群众举

报热线等方式，共发现城市管理问

题17861件，处理17701件，处置率

为99.29%。

在襄城县智慧城市管理信息

中心，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大屏幕

立即呈现出城区重点区域的实时

监控画面，滚动显示当日数字城管

平台的案件数、立案、结案等情

况。襄城县智慧城市管理信息中

心就是襄城县城市管理的“智慧大

脑”。它前方连接着城区重要路

段、学校、商超等部位，安装30路摄

像头，帮助工作人员及时发现解决

城市问题。

近日，市民张女士通过襄城县

智慧城市管理信息中心的城管服务

热线反映，位于烟城路与虹桥路交

叉口的地方，有流动摊贩占用机动

车道摆摊，影响正常交通且造成拥

堵。

接到投诉电话以后，工作人员

立即登记，并随即将办理诉求转送

至襄城县城管局进行处理。县城

管局派执法人员随即到达现场进

行处置，及时恢复了道路的畅通。

执法人员从“接单”到“结单”仅用

时10分钟。

襄城县

城市问题有人办马上办能办好

77月月22日日，，宜阳县锦屏镇小雨林村映衬在蓝天白云中巍峨耸立的石溪山风电宜阳县锦屏镇小雨林村映衬在蓝天白云中巍峨耸立的石溪山风电
场场。。该风电场海拔高度在该风电场海拔高度在450450米至米至710710米之间米之间，，总装机容量为总装机容量为5050MWMW，，20202020年年55
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月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已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已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远高杨远高 摄摄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
想马路）“过去这儿是闲置荒地，无

人打理，环境有点差。现在建成了

小游园，有花有草，有健身器材、休

闲亭子，晚上还有五彩灯光，既能赏

景又能健身。”7月 1日上午，说起村

里新建的小游园，鲁山县仓头乡赵窑

村的李铁栓忍不住地夸赞。

“我村始终把小游园当作大工程来

实施，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把民生

实事真正做到群众心坎上，送到群众家

门口。”赵窑村党支部书记范小伟说。

“赵窑村小游园的建设，是仓头

乡全力推动改善人居环境、乡村振兴

工作的一个缩影，我们将打造村级小

型游园作为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水平

的重要目标，促进农村人居环境进一

步改善。”仓头乡党委书记于海琴说。

“网红书记”两年直播带货900多场
内黄何艳军让当地瓜果“跑”遍全国

泌阳县丁书立

当羊倌儿发羊财 平桥区新集村宜居宜游解乡愁

夏邑县会亭镇年产销打火机50亿只

孟州市槐树乡

脱贫户就业有保障

鲁山县仓头乡建设小游园增强幸福感

武陟县乔庙镇坚持做强工业做特农业

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加速跑”
（上接第一版）核定水量消纳

指标，延续维修用水管线，仅第一

年就新纳入自来水用水户 1500余

户，打通了虎山水厂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米”，群众“喝水难”困局迎

刃而解。

“要像爱护眼睛一样
保护水库”
——他是人水和谐的呵护者

虎山水库位于唐河县城东南

的马振抚镇，是一座集饮用水源地

和灌溉水源地的中型水库，每年随

着雨季的到来，虎山水库坝体灌木

杂草生长旺盛，对水库汛期安全存

在较大的隐患。

“我们都得像爱护眼睛一样保

护水库！”时任水库工程管理科科

长的简猛为了避免灌木杂草破坏

坝体，始终践行着这样的理念。

“当年就是在这儿，他背着几

十斤重的药筒，带着同志们对灌木

杂草进行清理。”虎山水库管理处

处长蔡万栩指着一条长达 900 多

米的坝体说道。

为确保水库正常管理运营，每

年这个时候，为了省去雇工除杂的

费用，简猛和水库工管科的同志们

就要带着药筒和割草机对灌木杂

草进行全面清理，这是管理处的必

做“功课”。

“当年，我们科室一共才 12个

人，其中男同志才 3 个，每年对坝

体进行清理是我们最累的时候，

顶着烈日，背着几十斤重的药筒，

站在倾斜 45 度的坝体上，一个工

作周期一般在一周以上。简科长

就带着我们从早干到晚，重活累

活抢着干，每天回到家都瘫倒在

床上，连饭也不想吃。”管理处职

工赵春伟回忆说。

除了坝体清理，最难的就是维

修养护闸门启闭机，它的日常管

理和维护关系到水闸工程的质量

和安全。由于水库落差大、闸门

作业面窄，每次作业时，简猛作为

这里最专业的人员，都会和工人

一起待在作业面，一待就是一整

天。

当时，简猛深知专业技术知识

的重要性，在工作中不断自我加

压，努力学习，利用业余时间取得

了水利水电工程本科学历及水利

水电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能够熟

练掌握和运用水利工程的标准、规

范，为虎山水库重点岁修、中央维

修养护等多个工程项目的实施提

供技术支撑。

“与水结缘是我这辈子
最长远的事业”
——他是与水为伴的走心者

恤民若亲，素心若水。

简猛曾经说过：“与水结缘是

我这辈子最长远的事业，和水相伴

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情。”就像

长长的管网，一头连着水厂，一头

连着百姓，输送的是朴素的民生情

怀。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家，

聊着聊着，他就拿起手机看起了监

控，又问我要来纸笔，记录着看到的

一些情况。”家住简猛家对面的陈锋

记忆犹新，“我们虽然门对门，但很

少见面，经常半夜听到他家开门关

门的声音。”

“简厂长最大的爱好就是刷视

频，他手机上装的是水厂远程控制

系统，通过视频可以看到我们水厂

进出水流量、水池水位、出厂压力、

水质以及加压泵组、配电设备、消毒

设施的运行状态等。”副厂长贾西华

说。

对工作极其走心。简猛有一个

习惯，只要不待在厂里，基本上是两

个小时看一次监控，只要发现情况，

第一时间通知值班人员，急需的时

候直接赶回厂里现场处理。

细节虽小，感佩萦怀。简猛短

暂和平凡的一生处处泛起平实的浪

花。“平常，咱们也看不出厂长有多

了不起，但人不在了，回过头想想，

才发现他的一举一动都让人敬佩、

让人怀念。”蔡万栩深有感触。

恤民若亲 素心若水

乡村振兴路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