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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一村红色文化聚力文明乡风润心

□本报记者 杨利伟

“听我母亲说，当时张星江一心干

革命，倾尽家财，大儿子十几岁就到桐

柏平氏做工，妻子领着小儿子在村里做

些浆洗缝补维持生计……”7月 5日，在

唐河县毕店镇张心一村的张星江革命

纪念馆里，77岁的老党员张星原向游

客讲述革命烈士张星江的生平事迹。

张心一村，因一个人而得名。据

《唐河县地名志》记载：清中期，张姓自

怀庆府迁此始住建村，先祖张邦杰之子

张心一，为人谦和，积德行善，名扬在

外，遂定为村名。

张心一村，又因一个人而传承。革

命烈士、原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出生

于此，战斗于此，为鄂豫边区革命斗争

和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创立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

“张心一村哺育了张星江，张星江

又为张心一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

资源和同心合力谋发展的精神源泉。”

张心一村党支部书记杜永秋说，2019

年以来，张心一村将红色资源和特色产

业资源相融合，构建“三廊两片区”的核

心发展架构，即以 312国道为轴，017、

004两条乡道为主线构成环形旅游线

路，发展红色文化区和生态观光农业

区，初步形成“红色文化+田园旅游”的

乡村振兴新路径。

唐河县整合资金对张星江故居进

行修缮，建成了唐河县鄂豫边革命纪念

馆、后杜楼民俗文化馆。同时实施空心

村改造，河塘清淤修建拦河坝，新建游

客服务中心，在张星江故居周边发展以

革命年代为背景的特色食宿，为当地群

众提供更多致富增收渠道。

“小时候都听过张星江烈士的故

事。今天来到张心一村，觉得这里不仅

是红色教育基地，也是民俗文化基地。”

在 5000 平方米的民俗文化体验基地

里，游客郑春燕说，“在这里，让我沉浸

在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中，也让我深深

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村内红色旅游远近闻名，村外的

4000多亩蟠桃园更是撑起了张心一村

的致富路。张心一村集中流转土地建

起蟠桃园，成为毕店镇万亩蟠桃基地核

心村。该村种植的“金霞早油蟠”等十

多个优良品种，每年盛果期从5月份持

续到9月份。村民每年除了地租收益，

还能获得分红。2021年 11月底，张心

一村举行第二次分红大会，共发放185

万元，村集体经济由原来的零收入增加

到年收入60万元。

“游客参观完革命纪念馆，到果园

里体验采摘的乐趣，品尝地道的农家

菜，这样的短途红色休闲游越来越受欢

迎，也为村民们提供了更多的致富增收

途径。”毕店镇党委书记王平介绍道，这

些成果的取得，是在传承弘扬红色文化

基础上，坚持党建引领，持续开展乡风

文明建设，上下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

张星江革命纪念馆筹建之初，13

户村民无偿让出了自家的老宅基地。

老党员张星原不仅搬出了自家老屋，还

留下十几件古旧家具给纪念馆；为支持

村里发展蟠桃产业，村民短时间内完成

土地流转几千亩……

“2020年年初疫情防控期间，村里

的老党员主动到卡点和年轻党员一起

值班。就是在村干部和党员的示范带

动下，我们村才能全体村民一条心，干

事创业共同致富。”张心一村预备党员

杜玉栓说。

□本报记者 李晓辉丁需学
通讯员 范长坡姬冠鹏焦素真

7月 9日，叶县辛店镇南王庄村的

河南尧松食品有限公司仓库里，不到

1000箱的酸辣粉堆放在空荡荡的仓库

一角，仓库保管员念叨着：“马上又没货

了……”

南王庄村是叶县村集体经济超百

万元村之一，村里的这个食品公司订单

收购附近村种植的红薯，生产酸辣粉等

农副产品，由于市场销售行情好，产品

供不应求。

南王庄村是叶县村集体经济跨越式

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滚

动发展，叶县农业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

产业的关联性逐渐突破村域的限制，联

村共建覆盖面越来越大。2020年，该县

村级集体经济联村共建市场化运作模式

被河南省确定为十大扶贫模式之一。

如今，叶县全县554个行政村实现集

体经济年收入5万元以上全覆盖，40%以

上的行政村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20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 50万元，近

10个村的年集体经济收入超百万元。

近日，记者走进叶县，探究该县村

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

强村带动弱村
集体经济齐步走

6月 26日，正值周末。记者来到辛

店镇南王庄村，见到村党支部书记翟国

松时，他刚参加完村里的水果采摘节开

幕式，来回跑着招呼游客的他满头大

汗，却一脸笑容。

预估今年村里集体经济收入，翟国

松自豪地告诉记者：“应该能冲击 200

万元！”

翟国松给记者算了算账：受疫情防

控影响，村里猪场今年收益可能会降

低，但也不会少于85万元；光伏发电稳

定收益6万元；村标准化厂房年租金收

益 6 万元；资金互助社利息收益 2 万

元；酸辣粉和粉条加工收益不会低于

50万元，如果下半年跟省农垦集团合

作成功，这块儿估计会有超百万元的收

入；村里种植的果树今年进入盛果期，

大概能收入 50万元；目前民宿项目一

期完工，正在装修，预计“十一”前投入

使用，估计会有10万元收入。

在翟国松的带领下，南王庄村和另

外两个村今年整体规划了民宿项目。

根据政策，县财政资金扶持每个村50万

元，但需要每个村再配套150万元；另外

两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拿不出来配套资

金，全部由经济能力比较好的南王庄村

出资，每年收益按投资比例进行分红。

“说是按投资比例分红，肯定要向

弱村倾斜！我是附近 6个行政村的联

合党组织书记，首先要把自己包的弱村

带起来。”翟国松说。

今年春节一过，翟国松就开始协调6

个行政村种植地理标志产品“张武岗”红

薯，种出来的红薯全部由酸辣粉和粉条

加工厂按订单约定高于市场价收购。

翟国松告诉记者：“我的目标是带

动全镇发展红薯产业，酸辣粉和粉条加

工能让红薯亩均收益翻两倍，还能安排

附近村民就业。产业发展起来了，村集

体每年就能稳稳增收。”

“未来，我们这几个村还要结合乡

村振兴，将楚长城文化公园、莲花庵驿

站与望夫石山景区连接，利用我们的山

好、水好的有利资源，整体打造文化民

宿，形成游山玩水、观花采摘、品味农家

饭菜一条龙的休闲旅游路线，让村民人

人有活干，家家有钱赚。”谈到未来，翟

国松信心满满。

发展“朋友圈”
做大产业共致富

6 月 25日上午近 11点，气温将近

40摄氏度，走进叶县任店镇柳营村的

联村共建蔬菜种植基地，一片静悄悄，

地上残留的被太阳晒得蜷曲的黄绿色

上海青叶片，才暴露出这里刚刚收割青

菜装箱的痕迹。

“天热，工人们趁凉快，早上5点多

就上工收菜了，最近每天都是早上不到

8点就收割装车完毕。”该村党支部书

记尚海涛边陪记者参观边说。

柳营村辖 13个村民组，耕地面积

6000多亩。2018年年初，柳营村立足

土地做文章，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加强

蔬菜产业发展。近年来，该村利用“支

部+合作社+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

流转土地600余亩，建成300多座日光

大棚，主要种植上海青和奶油小白菜，

每年可实现 7至 8茬循环种植，每天都

有新鲜的蔬菜运往南阳等附近市场，供

不应求。

（下转第二版）

在新一轮的全面深化农村改革

中，党中央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做出了顶层设计，内容体现在《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这项改革

设计系统而全面，各方面内容环环相

扣，筑牢农村集体经济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制度基础。开展农村集体资产

核资，澄清集体家底，这是发展集体

经济的物质基础；开展集体经营性资

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将集体资产以股

份或份额的形式量化为集体成员股

份，农民从集体经济收益中获得个人

分红，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集体经济

发展的积极性；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明确了今后发展集体经济的实施

主体；多种形式发展集体经济，盘活

用好集体资源资产、搞好统一经营服

务、发展多种形式股份合作，是适应

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新举措、新路径。

叶县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

体现了运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成果发展集体经济的新思路。该县

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创新村

与村联合、村企股份合作等模式，是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导农民逐

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积极探索。

跨村联建党总支 强村带弱村 多村抱团发展

叶县集体经济跑出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王侠）7月11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近日，省民政厅印

发《关于严格规范撤村设居工作推动

“村改居”平稳有序进行的指导意见

（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撤

村设居的条件、程序进行规范。

《指导意见》明确，撤销村委会须

同时满足三项条件：一是符合规划。

拟撤销的村委会须位于不设区的市、

市辖区范围，且处于城市规划确定的

城镇建设规划区域之内；或者属于县

域范围，处于城镇建设规划区域之内，

且是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村。二是

耕地不足。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被

依法征收完毕或虽未征收完毕，但人

均耕地已无法满足农民生产生活基本

需要，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不以农业收

入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三是改制完

成。集体资产、债权债务得到妥善处

置，已经完成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

行“村企”分离，产权关系明确。

撤村后，设立居委会应同时满足

如下条件：地域清晰，规模适度，一般

在 1000至 3000户的范围内设立；在

居委会工作人员配备方面，人员一般

不少于 5人，社区工作者按照每万城

镇常住人口不少于18人配备。同时，

按照面积每百户不低于 30平方米的

标准配备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按照新

建居民住宅小区每百户不低于 30平

方米的标准、已建成居民住宅区每百

户不低于 20平方米的标准配备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社区命名更名应符合

《地名管理条例》和省政府有关规定等

具体要求。

《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县级民政

部门事前审核、市级民政部门事前指

导把关、省级民政部门事后备案审查

的三级民政部门共同审核机制，严把

撤村设居工作程序。

本报讯（记者王侠）7月11日，记

者从省统计局获悉，省地方经济社会

调查队于近期在全省16个省辖市、济

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开展了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情况调研，共收取2300份村民

问卷和115份村干部问卷。调研结果

显示，我省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

改善，垃圾治理基本全面覆盖，粪污治

理初见成效，污水治理稳步推进，村庄

环境基本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显著提

升，村民满意度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取得显著成效。

我省全面推进农村卫生厕所改

造。在调研的村民中，使用卫生厕所

的家庭达到 94.0%，其中 93.3%的家

庭是自愿按标准改厕，68.2%的家庭

厕所粪污是联户、联村、村镇一体处理

的。94.6%的村已没有较大面积的黑

臭水体。

我省农村基本实现了垃圾集中处

理全覆盖。在调研的 115 个村中，

63.8%的村生活污水集中治理，99.0%

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99.0%的村

有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设施，

35.7%的村建筑垃圾没有就地就近处

理，94.9%的村实施了“三清一改”，在

调研的 2300个村民中，94.2%的人知

道垃圾分类。

我省村庄绿化、美化进程加快，村

容村貌得到提升。在调研的115个村

中，113 个村开展过村容村貌整治工

作；有 63个村有园艺、环境等行业相

关专业技术人员定期驻村指导。有

30个村开展了休闲农业、农家乐民宿

和乡村旅游接待，其中有 3个村的村

集体经济收入在100万元以上。

7月11日，新蔡县
河坞乡戚楼村村民划着
船穿梭在荷塘，忙着采
摘莲蓬。盛夏时节，该
村百亩荷塘莲花盛开，
莲蓬陆续成熟。

本报记者 黄华 通

讯员 宋超喜 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7月 11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厅近日下发通知，要

求各地引导学生就读适应自身学习能力的

高中阶段教育，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

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的重要途径，切

实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适度扩大

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使绝大多数城乡

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严禁初中

学校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志愿。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健全管理制

度，对在招生、学籍管理、实习实训和学生资

助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的中等职业学校，限

制或停止招生。严禁在中职学校招生过程中

进行生源封锁和地方保护；严禁初中学校教

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志愿；严禁初中学校

或教师在招生过程中向中等职业学校索要、

收受任何名义的经费或实物；严禁高中阶段

教育学校在招生中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招生。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

许金安 通讯员葛高远胡嘉琪）7月 10

日，伊川县鸦岭镇张庄岭上硒薯示范

方，岭上硒薯开挖仪式暨岭上硒薯领

鲜上市启动仪式举行。当天，新鲜甜

美的红薯已摆进了洛阳市区各大商

超。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岭上硒薯富

硒生产技术标准，进一步提升了岭上

硒薯产品整体质量水平，扩大了品牌

知名度和影响力，标志着伊川红薯产

业高质量发展进入标准引领新阶段。

去年，伊川在鸦岭镇建成了 800

万斤的红薯储藏及分拣中心，让岭上

硒薯全年不间断供应成为现实。

目前，岭上硒薯已经成为伊川乃

至洛阳、河南的农业品牌产品。伊川

县红薯种植10万亩，其中鸦岭镇占四

成，年创产值超过 2亿元。岭上硒薯

依托河南科技大学，省农林科学院等

科技优势，积极引进新品种，采用脱毒

新技术，实现了红薯产业的跨越发展，

亩均效益超5000元，为群众增收致富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近年，伊川县把“完善产业链，提

升价值链，打通供应链，推动三产融合

发展，打造高质量富硒功能农业”为目

标，做深做细红薯文章，在发展共享农

场、观光农业、研学旅居，展示红薯种

植加工工艺，推出红薯系列美食，留住

乡愁与乡土味上持续发力，呈现出三

产有机融合良好态势。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盛
毅珂 刘艳红）“作为一名刚刚走上领

导岗位 3个多月的年轻干部，我觉得

必须胸怀公心、良心、平常心，敢接‘烫

手山芋’、敢做‘热锅上的蚂蚁’、敢啃

‘难啃的硬骨头’，才能增强应对复杂

问题的能力……”7月 7日，在禹州市

举办的“用奋斗淬炼本领、以实干担当

重任”为主题的座谈会上，省选调生、

方岗镇副镇长张彦培谈起基层经历，

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此次座谈会是禹州市为“墩

苗育苗”计划交流任职干部、为许昌市

“补源”成长工程选拔干部，也是为2021

年以来在乡镇领导班子换届中新提拔年

轻干部搭建交流平台、及时加油充电的

重要举措。

你的焦虑是怎么消除的？我的工

作是怎么开展的？艰巨任务是怎么完

成的？工作难题是如何解决的？党员

干部是如何团结的？群众困难是怎么

帮助的？座谈会上，大家结合各自的

工作实际，讲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分

享了基层工作经验，在交流中互相学

习，共同提高。

“年轻干部生逢盛世，更要倍加珍

惜锻炼成长机会，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态，勇

争一流、敢为人先，在加快建设禹州

‘工业强市、文明新城’和打造‘中等城

市’中打头阵、当先锋、做表率，以优异

业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禹州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许进宏寄语年

轻干部。

省教育厅下发通知

严禁初中教师干预或代替学生填报志愿

省民政厅印发指导意见

撤村设居划出“硬杠杠”

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调研结果显示

99%的村垃圾集中处理
94%的家庭用卫生厕所

伊川县

岭上硒薯抢“鲜”上市

禹州市

搭建平台 为年轻干部加油充电

■点评
在探索中发展集体经济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集体经济指导处处长 荣姣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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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着船儿划着船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