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俺前些年穷得叮当响，

是驻村工作队让俺与廖寨村养牛场

结对，如今俺养牛20头，年收入十几

万元，感谢党和政府把俺拉出了穷

坑。”7月 24日，说起这两年的变化，

邓州市汲滩镇刁堤村村民刁良砘满

脸笑容。

如何让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去年春天，汲滩镇党委决

定镇村干部、市人大代表进村入户

问民意，确立了“念牛经、促发展”的

工作思路，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养牛

的优惠措施，鼓励党员干部率先养

牛、示范引路。南王村党支部书记

段小波，去冬投资200万元，办起60

头的黄牛育肥场，并在脱贫户中选

拔 3 名工人进场打工、学习技术。

目前已有两家脱贫户分别在家养牛

3头，带动本村7户农民养牛。曾庄

村党员李红彦去年养牛 30头，在他

的示范带动下，莲花村的李某和元

庄村的张某分别养牛 80 头和 60

头。

为念好养牛致富经，该镇评选出

十佳养牛大户，并召开表彰大会，为

养牛状元披红戴花，当作全镇养牛致

富标杆。廖寨村村民于国兴养牛

350头，是该镇最大的养牛户。从去

年起，他义务包揽了该镇育肥黄牛的

外销工作。镇村干部因势利导，鼓励

于国兴首先带动弟弟于国波养牛40

头，又分别带动刁堤、孙寨等 8个村

12户农户养牛均在 50头以上。与

此同时，该镇积极与农业农村部门联

系，从选种、育肥、繁育、防疫等方面

进行系列化服务。

汲滩镇镇长张丰翼介绍，目前，

该镇养牛100头以上的有6家，50头

以上的有30家，3头以上的有120多

家，共存栏4000多头。

（曹相飞孙东亚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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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闫红
伟）7月28日，在驻马店市驿城区沙

河店镇大李庄村，60多岁的村民刘

书强正在干净的小院里浇花。“村里

有休闲广场、文化墙、路灯、排水沟，

条件一点儿不比城里差，环境好，生

活很方便、很满足。”刘书强说。

近年来，大李庄村在帮扶单位

驿城区信访局的帮助下，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萝卜籽、番茄种植以及萝

卜籽加工等产业。同时加强与农业

技术部门对接，引进优良品种，邀请

驻马店市农科院等专家到田间地头

开展培训、提供技术服务，运用科学

技术生产地域特色突出、产品特色

鲜明的“佗菔”牌萝卜籽油。“在家种

萝卜籽每天都能照看老人和孩子，

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了。”村民刘芬

说。

“俺村现有高效农业种植基地

1800 亩 ，其 中 萝 卜 籽 种 植 600

亩。集体经济年收益 4.8 万多元，

村集体林场及窑场土地租金，年

收益 2.8 万多元。”大李庄村党支

部书记刘帅说，如今的大李庄村

村美民富产业兴，正在徐徐绘就

美丽乡村新画卷。

▲

8月1日，正阳县熊寨镇相林水库
里，一大群白鹭在这里飞翔，构成了一道
美丽的风景。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高万宝 摄本报讯（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 记者

尹小剑）时入盛夏，淮滨县淮滨淮南湿

地湖满塘盈、芦苇飘摇、浮萍相映，时见

白鹭欢快戏水，水鸟展翅高飞，风光旖

旎。炎炎夏日依然无法阻挡游人的热

情，前来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

“没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带孩子来湿

地游玩，这里风景宜人，每次来这儿都

感觉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身心得到了全

面放松。近几年这里的鸟类越来越多

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鸟都成了这里的

‘常住客’，生态好不好，鸟类都用‘脚’

投了票。”8月 2日，正在用手机拍照的

市民李林羽说道。

近年来，淮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生态环保，切实践行“两山理论”，坚

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

路，加大对淮滨淮南湿地的生态恢复力

度。自 2015年开始，连续 6年对方家

湖、兔子湖、乌龙河实施了湿地植被恢

复工程，完成植树造林3500余亩，栽植

芦苇、蒲草、莲藕等水生植物1750亩。

“我们还在湿地周围安装了一批高

清视频监控系统，既能监测鸟类变化情

况，也能监视伤害鸟类等违法行为，我

们可以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说起不

断完善的湿地保护措施，淮滨县林业局

负责人孟刚说。

在该县林业局的保护下，该保护区

内动植物资源越来越丰富。目前，已发

现的高等植物有78科428种。经过20

多年的精心呵护和修复，淮滨淮南湿地

逐步探索出一条湿地保护与发展双赢

之路，这份大自然的馈赠也越来越熠熠

生辉。

“现在的淮滨淮南湿地已经变成野

生动物的乐园，水草丰美、河清岸绿、环

境优美。鸟儿的胆子可比以前大多了，

可能知道自己受保护，越来越大胆了。”

在淮滨淮南湿地，一只白鹭闲庭信步，

坦然地接受游客近距离的注视，淮滨淮

南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公室主

任李玲告诉记者，原来候鸟多在核心区

觅食，这些年觅食地范围不断扩大，田

间、池塘也能见到它们的身影。

今年以来，漯河市质量技术检验

测试中心开展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教育、廉政文化进机关、

读书交流活动，开展党史宣讲、创文

知识进社区等主题活动。

该中心扎实推进“关爱留守儿

童”“美丽乡村共建”“无偿献血”“圆

梦微心愿”等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便

民服务、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志愿者

参与抗击疫情、社区清洁专项行动。

截至7月底，该中心累计组织志愿活

动总时长达 45432.5 小时，有力地推

进了中心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积极

开展“义务献血”公益活动，为郑州抗

洪救灾捐款 7800元；“99公益日”捐

款8700元。 （张秀敏）

为进一步推动“万人助万企”活

动深入开展，近期，郑州市管城区航

海东路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招商宣

传活动，并邀请辖区43家规模以上建

筑企业走进建筑产业园进行实地参

观考察，鼓励企业、发动企业积极入

驻产业园。据悉，中正集团、中天建

科等企业正在积极发展周边相关企

业入驻，目前有意向入驻企业3家、在

谈企业两家。下一步，航海东路街道

将会重点关注意向入驻企业，加强与

企业沟通，充分了解企业的特点、需

求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企业

提供全方位贴心服务。 （王赵琪）

□李铁军雷闪

“咚咚咚……”

7月 25日上午，卢氏县纪委监委

派驻县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组长肖

艳的办公室响起了敲门声，正在办公

的肖艳起身打开了门。

“是海龙呀，快进来！”该县人民

法院执行局干警张海龙拿着一个档

案袋走进了肖艳的办公室。

肖艳给张海龙倒了一杯水，让张

海龙坐下。

“海龙，有什么事？”

张海龙将一个档案袋交给肖艳。

肖艳打开档案袋后，发现里面有

一个装着1000元现金的红包。

“海龙，这怎么回事？”肖艳疑惑

道。

“这是一名执行当事人刚给我的

档案袋，我发现有些不对劲，交到纪

检监察组，请您查收。”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该县人

民法院执行局在执行李某伟申请执行

李某平的案件中，因被执行人李某平

患病在身，案件想要实际执结的难度

很大。为不让胜诉的判决书成为“一

纸空文”，张海龙带着执行团队冒着酷

暑，多次往返城乡之间，积极核查被执

行人财产信息。在获取被执行人名下

有一台机械设备信息后，第一时间采

取了查封措施。执行干警的辛劳，李

某伟看在眼里，感激万分。

案件执行的关键时刻，李某伟为

表示对执行干警的感谢，找到张海

龙，将一个档案袋塞到他手里，还没

等张海龙明白怎么回事，李某伟便匆

匆离开了。

接到档案袋后，张海龙一捏好像

是现金，没有打开，也没有犹豫，拿着

档案袋，径直走进了肖艳的办公室，

这才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日前，李某伟的案件已得到实际

执行。回访时，李某伟表示对卢氏县

人民法院执行干警的工作非常满意，

派驻县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也将李

某伟送给执行干警的 1000元红包，

退还了李某伟，纪检监察组对其向执

行干警送红包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

目前，卢氏县人民法院政法队伍

的纪律规矩意识和清廉司法意识明

显增强。两年来，已有5名政法干警

主动向派驻县人民法院纪检监察组

上交请托人或当事人赠予的财物、礼

品、购物卡。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代
文官 刘韶兴）近日，渑池县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件，被告人杨某某被法院依法以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并处罚金5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6万

多元。

2017年 12月 6日，皮某（另案处

理）在深圳市注册成立某公司并担任法

定代表人，在许昌市某大酒店设立全国

运营中心，后陆续在全国部分省市县设

立分公司，共同以“债权置换”“流量变

现”等方式开展非法集资业务。

2018年4月，该公司在渑池县成立

分公司，被告人杨某某入职后先后任市

场部部长、负责人，且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根据该公司安排，对外宣称能将不

良债权进行有效化解并盘活，通过签订

债权置换酒水合同书、债权置换汽车合

同书等，要求债权人按照盘活金额缴纳

等额置换金和20%的服务费，以承诺分

13个月返还双倍业务款或物品，每个月

固定返还高额收益及流量变现等方式，

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非法吸收资金。经鉴

定，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28

日，渑池分公司累计吸收资金6200多

万元，已兑付3800多万元。杨某某本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15.345万元（已

兑付），非法获利16万多元。

另查明，2021年2月1日，被告人

杨某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案

发后取得部分集资参与人的谅解。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灵
倪景龙）“救人啊，救人啊！”7月 29日 19

时 30分，天色渐黑，在沈丘县沙河大闸

处，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

“不好，有人落水！”听到呼救声，62

岁的槐店镇退伍老兵李成军，一个箭步

跳入水中。

落水的位置处于闸口下游，当时正

在开闸放水，水流湍急。李成军奋力游

向落水者，恍惚中看到落水者是一个小

女孩。可他刚拉住该小女孩的手，便和

小女孩一起被水流冲向下游30多米。

“不好，这样熬下去，孩子会有危

险。”李成军无暇顾及个人安全，用力抓

住小女孩就往岸边游去。经过 20分钟

的水中搏击，李成军终于游到距离岸边

10多米。然而，此时的他已精疲力竭。

他拼尽全力把小女孩向岸边推去，最终

在岸边众人的帮助下，落水小女孩成功

获救。

“当时天都快黑了，说实话多亏了李

成军及时相救，不然这小女孩就没命

了。”目击者徐萍丽说。

“还好，孩子没事。我是一名退伍军

人，是军人就要为军旗增辉。”看到被救

的小女孩安然无恙，体力透支几乎站不

起来的李成军显得特别兴奋。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
柳叶全花）“以前住在山上，是黄泥

墙房子，外出也不方便。如今我们搬

下山，住上了亮堂堂的三室一厅，平

时在合作社里上班，一年收入3万多

元。这生活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7月 31日，鲁山县赵村镇 54岁的福

乐小区居民杨道光说。

赵村镇位于鲁山县西部山区，是

典型的山区乡镇，全镇 29个村相当

一部分村民居住在高山上，交通不

便，耕地稀少，发展生产困难，增收乏

力。

搬下山，换个活法。截至今年7

月底，全镇累计建成3个集中搬迁点，

完成深山区农民易地搬迁208户506

人。搬下来，如何能发展、留得住？

“我在家门口的门窗厂上班，每

个月3600元，冬季门窗厂放假，我就

到附近滑雪场上班，每个月 3000

元。一年有2.7万元左右的收入，我

们一家两口人够花了。”说起搬迁后

的生活，福乐小区的朱保伟说道。

“我今天在漂流护漂挣了 120

元”“我在李子峪村豫能水电工地赚

了200元”……傍晚时分，和风徐徐，

阳光小区内的凉亭下，几名归来的务

工者正在说着当天的收入。

63岁的阳光小区居民余长河，

老婆和三个儿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智

力障碍，年龄大外出务工没人用不

说，且家人需要照顾也走不开。经社

区介绍，如今，他在中汤街某广告公

司从事广告安装工作，离家近，每个

月还有4800元的固定收入，余长河

很满足。

“叮叮当当”，经过去皮、打磨、抛

光等多道工序后，一件根雕艺术品在

杨鹏旭手中诞生了。34岁的自主创

业者杨鹏旭忙着在中汤新村的家中

进行根雕创作。

“我从小喜欢根雕，2020年因为

疫情，只能在家闲着。家里正好有几

个树疙瘩，我以前见过别人做根雕，

就学着做，并通过抖音直播把制作的

十几件根雕作品进行展示，受到不少

网友赞扬，其中制作的‘禅意’摆件被

一位网友以3000元的价格购买，这

更坚定了我从事根雕事业。我会在

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杨鹏旭说。

赵村镇的村民搬迁后，孩子们享

受到了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居民享受

到了方便快捷的医疗服务，同时增加

了创业就业机会，在迈向共同富裕的

道路上，赵村镇搬迁后的居民们步伐

坚实。

档案袋里的“秘密”

漯河市医疗保障局自成立以来，紧

紧围绕人民健康福祉，通过开展主题党

日、能力作风建设、志愿服务、争当雷锋

式好党员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扎实

推进省级文明单位创建工作。

该局积极宣传“医保为民”服务

精神，面对面向群众讲解医保电子凭

证推广应用、医保基金监管条例等医

保政策，不断提高群众对医保惠民政

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同时，邀请二

级、三级医院专家下乡为群众义诊，

为他们提供医疗咨询、普及健康知

识。今春疫情发生以来，该局组织党

员志愿服务队下沉包联社区、帮扶共

建村开展疫情防控，筑牢疫情防控安

全屏障。 （焦东方春阳）

近年来，漯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

安全事务服务中心精心打造“党建+志

愿服务”品牌，组建3支党员志愿服务

队，开展“五进五送”志愿服务活动。

在3·15期间，该中心开展“进广场

送科普”志愿服务活动，发放食品安全

知识单页 3000余份，解答群众咨询

200余人次，受益群众约5000人。开

展“进乡村送关怀”。该中心食安中心

志愿者在国家安全日走进学校进行国

家安全知识宣传，发放安全知识手册

1000份。此外，在河北疫情、郑州水灾

血液告急时，该中心组织干部职工15

人参加爱心献血；在今年高考期间组织

3辆爱心服务车送考40余人次，赢得社

会的广泛赞誉。 （姚会权刘威威）

为贯彻落实省市县“万人助万企”

活动部署要求，着力解决企业发展的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近日，郑州市管

城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开展“万

人助万企”走访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在活动中，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

安排专人，先后深入郑州华德宝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郑州郑沃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郑州和谐郑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开展“家访式”上门服务，与企业进行面

对面沟通，了解企业在促消费相关活动

中存在的困难，指导企业充分利用购置

税减半、汽车消费券等优惠活动提高销

量，助力企业高质量快速发展。下一

步，紫荆山南路街道将着力打造辖区优

质“软环境”，铸就发展“硬实力”，营造

辖区助商亲商良好氛围。 （王雅俊）

漯河市医疗保障局 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助力文明单位创建

漯河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事务服务中心
打造“党建+志愿服务”品牌

漯河市质量技术检验测试中心 躬耕文明实践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紫荆山南路街道“万人助万企”助企业高质量发展

航海东路街道 以真情招商以服务留商

渑池县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为持续巩固平安建设先进乡镇

成果，今年以来，汝南县南余店乡以

“五星”支部创建为抓手，以提升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为前提，围绕“三零”

创建目标，强化矛盾纠纷源头防范排

查、多元化解和巩固调解成果等举

措，全力维护南余店乡和谐稳定的良

好局面，助力乡村振兴。 （余菲）

驿城区大李庄村 村美民富产业兴

淮滨县

生态好不好
鸟儿来投票

走好“牛”路子 奔向好日子
邓州市汲滩镇出台优惠措施，鼓励党员干部率先养牛、示范引路

在门窗厂上班、漂流护漂、广告安装、自主创业

鲁山县赵村镇村民搬下山后变化太大了

退伍老兵李成军
激流中挺身救人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促和谐稳定

生态美 产业兴 百姓富

▲

8月 4日，尉氏县
十八里镇佛尚村村民在
本村的金银花种植基地
采收金银花。近年来，十
八里镇在保证粮食面积
的同时，大力发展金银
花、桃子、秋葵、优质葡萄
等农业种植，有效地带动
了农业产业发展，使村集
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经
济收入逐年增长。

李新义 摄

8月1日，拍摄的光山县官渡河盛湾公园一角（无人机照片）。近年来，光山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强化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建设，在官渡河两岸建成8座公园，全面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打造山青、水绿、林
郁、田沃、湖美、草茂的好生态，吸引了多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王旭）“能被评为‘好媳

妇’，是对我的鼓励和肯定，以后我会继

续把小家照顾好，不愧对这个荣誉称

号。”左月琴是舞阳县章化镇朱左村村

民，平日里勤俭持家，数十年如一日孝敬

公婆，好名声村民皆知。

8月 2日，左月琴回想起自己高票当

选“好媳妇”的场景，脸上依旧难掩激动

之情。

5天前，章化镇对朱左村新评选出的

“好婆婆”“好媳妇”等23名乡村光荣榜获

得者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表彰。表彰当

天，村民们结成队伍，敲起铿锵的锣鼓，

扭起欢快的秧歌，上门为获奖者颁奖。

获奖者身披绶带、胸戴红花、手拿荣誉证

书，一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们开展此次活动，目的是把群众

身边的先进典型推选出来，进一步促进

家庭和谐、邻里和谐，弘扬传统孝道，让

文明之花四季常开。”章化镇党委书记王

涛说。

目前，汲滩镇共存
栏4000多头牛

养牛 100头以上
的有6家

养牛50头以上的
有30家

养牛3头以上的
有120多家

截至今年7月底

全镇累计建成
3个集中搬迁点

完成深山区农
民易地搬迁208户
506人

评选乡村光荣榜
敲锣打鼓美名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