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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崔新娟）近日，温县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被省委宣传部命名为第八

批河南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这是

焦作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试点之一，温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整合党员、干部、艺人、教

师、学生、群众等志愿者资源，形成

县级领导抓全面、县直部门抓服

务、乡村所站抓实践的三级立体局

面，建成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为引领，覆盖全县 11 个乡镇（街

道）、262个行政村的县、乡、村三级

网络，组建了“1+10+N”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孵化多个各

具特色的志愿服务队伍。目前，温

县 639个志愿服务组织累计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2000余场。

“从打电话到修好也就十来分

钟，你们真是‘活雷锋’！”3 月 15

日，在温县华府东区 78岁老人王

德武家中，老人对前来维修电器的

温县供电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服

务队队员说。

聚焦群众需求，温县持续创新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形式，围绕青少

年、优抚对象、留守儿童等特定人

群所求所需，开展差异化、个性化

志愿服务。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和乡村所站，打造“乡村复兴

少年宫”，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举办暑期爱心托管班，解

决基层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问

题；开展科普讲座、健康义诊、科普

技能培训等活动，切实打通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为培育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

良好社会风尚，近年来，温县大力

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的评选表彰和学习宣

传活动，充分发挥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公民道

德实践活动广泛开展。同时，在就

医、就学、就业和文化服务等方面

为“温县好人”提供优待优惠。截

至目前，温县各行各业涌现出优秀

志愿者3万余名。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百瑞
张举）进入 3月份，汤阴县韩庄镇广大干

部群众在大街小巷踊跃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行动，以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明

实践活动，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3月7日，韩庄镇1000余名镇村干部

身穿红马甲，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

架，携带宣传手册，对群众宣讲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等常识，持续营造

“全民反诈”的浓厚氛围。

辖区韩庄二中师生认真开展“学精

神 续血脉”专题活动，邀请汤阴县作家协

会副主席栗文飞讲述《忠孝岳飞》故事，激

发青少年的爱国热情。文王中学组织学

生走出学校，扫垃圾、捡烟头、摆正乱停乱

放的自行车、电动车，用实际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争当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代言人。

在“学雷锋日”当天，大黄村、董庄村

组织志愿者走上街头为老人理发。庵上

村、大云村、孙庄村分别组织志愿者到村

内脱贫户、独居老人家中，对户容户貌进

行清洁，并宣传健康帮扶政策。

“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月活动开展以

来，我们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为平

台，相继开展了‘学《条例》树新风’‘学报

告 强引领’‘学精神 续血脉’‘学先进 争

一流’‘学雷锋 讲奉献’等丰富多彩的系列

专项活动，对正确引导公众树立文明理

念，推动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奠定了坚

实基础。”韩庄镇副镇长韩笑说。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 通讯员冯光
耀）3月 6日，在相关科室的通力配合

下，郑大二附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万大

国、医生祝万洁成功为一名重度慢性

心衰患者实施了该院首例“心脏收缩

力调节器（CCM）植入术”，取得了良

好的治疗效果。

该手术在我省综合性三甲医院中

属于率先开展，目前全省不足 10例，

标志着郑大二附院在心衰器械治疗方

面实现新的突破，专科技术跃上新台

阶，更为心衰患者带来了“心”希望。

患者曹先生是一位扩张型心肌病

患者，病史已有 5年，心脏彩超EF值

（即心脏的射血分数，反映心脏的收缩

功能，正常数值应在50%以上）常年在

20%~30%之间，有较高的猝死风险。

医生在术中精准调试电极位置及

CCM参数后，CCM成功在患者体内

工作，历时 1小时手术圆满成功。术

后仅 20余小时，患者的EF值即提升

至48%，活动耐力明显提升，临床效果

显著。

万大国说，CCM作为治疗心衰的

一种最新型植入性电子装置，通过 2

根连接到心脏内部的导线，在心脏绝

对不应期释放双相电信号刺激心肌，

可以激活钙离子调节相关蛋白、增强

心肌收缩力、逆转心室重构。另外，

CCM可经过体外装置每周充电一次，

理论上电池能够终身使用，可减少因电

池耗竭带来的更换手术费用和并发症。

本报讯（记者刘婷婷）3月16日，由

省粮食交易物流市场主办的“构建粮安

新格局”专题研讨会在郑州成功举办。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吴祖

明、局长张弓出席会议，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主任王晓辉、中国农业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教授韩一军分别就当前粮食

市场和供需形势、推动粮食产业高质量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作了专题报告。

王晓辉在专题报告中指出，我国

粮食总产量已实现十八连增，连续 8

年超过1.3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 483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 400公

斤的安全线。从供求形势看，国内谷

物供需总体宽松，库存充裕，既可以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消费需求，又能

够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的粮食市场供应。其中，目前我国口

粮供应实现了绝对安全，饲料粮存在

的产需缺口能够通过库存、品种间的

调剂得到有效弥补，大豆产需缺口主

要通过进口来弥补。受此影响，本年

度以来国内粮食市场始终保持供应充

足、运行总体平稳的良好态势。

韩一军在报告中表示，要以“稳住

大宗、突出特色”为主线，创新我国的

粮食产业发展思路，对现行产业支持

保护政策体系进行改革和调整，其中

在加强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产业支

持保护的同时，也要加快对遍布全国

的各类特色农业探索建立产业支持政

策体系，从全产业链全供应链每个环

节提升高度开放条件下我国粮食产业

的竞争力水平。

“构建粮安新格局”专题研讨会在郑举办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秦小
雪）“正发愁怎样把我的祖传技艺在网

上充分展示，拓宽手工艺品销路，这下

好了，学到了新的‘技能包’！”3月 11

日，参加了修武县西村乡电子商务培

训班后，河南省陶瓷协会理事、当阳峪

村“百甲户”透花瓷坊经营主周群红兴

奋地说。

如今，电子商务的新风已经吹进

了太行山区。一部手机、一根自拍杆，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自主创业。土特产

品成了“香饽饽”，一年四季订单不断，

山区农民有了“新农具”、赶上了“新潮

流”，提升电商经销能力、拓宽致富渠

道的意愿愈发强烈。

西村乡党委主动回应群众所思所

盼，组织该乡50名电商带头人齐聚一

堂，邀请天津、焦作等地的资深电商专

家和直播“达人”专题授课，采取“线上

理论+实战场景”的培训模式，围绕如

何认识电商直播、如何开展互动营销

等内容，结合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实际，

为山区电商运营者带来了一场“干货”

满满的业务培训，赢得满堂喝彩。

“电商让山区农民找到了致富‘密

码’，改变了传统的‘提篮叫卖’模式，

给土特产品插上了‘云翅膀’，为乡村

产业增添了‘新动能’。我们要以农村

电商为抓手，打开乡村振兴的新局

面！”西村乡乡长闫平高兴地说。

今年以来，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汝南县南余店乡以“生态宜居”

创建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

向，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

任务，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大力推

进“河长制”“田长制”“林长制”工作走

深走实，切实打造乡域优美生态环境，

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三长”力量。

（李青）

全力抓好“三长”制 助推生态振兴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蒋士
勋）3月14日，荥阳市城区东部的永丰

巷，各色花卉渐次开放、绿植返青绽

绿，美景如画。

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荥阳市

从与群众生活最密切、群众最关注的

问题出发，广泛开展群众意见征集，以

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调查、运用民意

调查小程序、召开座谈会等形式，深入

了解群众需求，凝聚合力共同参与城

市更新提升。

该市先后发动336名党员志愿者

入户调查 15000余户，发放调查问卷

13000余份，并通过“一征三议两公开”

方式，将收到的意见建议归纳梳理，在

做好规划设计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了

“郑上文脉活力带”建设、京城路街道老

旧片区改造2个总投资约108.28亿元

城市更新工作，并谋划推进老火车站

片区、高铁西站等城市更新项目。

目前，京城路街道老旧片区（示范

区）建设提质项目正在实施拆违建、改

立面、补基础等内容，累计完成投资1.2

亿元，26个小区改造工程完工。总投

资 107.06亿元，以加快产城融合、完

善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提升城市文化

内涵、增加城市绿地为措施，助力打造

“宜业荥阳、宜居荥阳、宜游荥阳、公园

荥阳”的“郑上文脉活力带”建设项目

加紧推进，累计完成投资6.02亿元。

本报讯 3月 15日，光山县槐店

乡晏岗村的花菇种植基地大棚里，

花菇喜获丰收，村民们正在进行采

摘、分拣、晾晒。

“我们在晏岗村有 99个花菇大

棚，占地6000余平方米，年产干菇5

万余斤，根据目前市场行情，年产值

110余万元。在提高闲置土地附加

值的同时，还能增加群众收入。”该

基地负责人张经理介绍说。

“我们在这里务工，一天能收入

80多元，离家也近，带孙子也方便，

现在不用出去就能在家门口赚钱

了。”村民余大娘笑着说。

为了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

民收入，晏岗村因地制宜引进花菇

种植。晏岗村花菇种植基地的花菇

菇朵较大、肉质滑嫩、品质上乘。每

个大棚每年可产4茬花菇，共可得到

烘焙后的干品近 500斤，每斤可卖

到30余元。

“目前，我们正在探索‘村企合

作、以租代营’模式，与光山县正和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在设施及

种植基本完善后，将花菇大棚整体

租给该公司管理经营。”晏岗村党支

部书记晏乃军说，“在每年为村集体

经济稳定增收8万元的同时，带动了

2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为乡村振兴

注入了强劲活力。接下来，我们将

探索更多产业发展新模式，进一步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的

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持续增

收。” （李振阳 上官幼林 陈明）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陈远志）“在香菇棚里平时干杂

活一天能挣六七十元，要是在香

菇拌料、装料和灭菌消毒期间，

每天能挣上 200 多元。”3 月 10

日，泌阳县官庄镇红河村地栽香

菇基地，红河村监测户张纪录开

心地说。

该基地负责人王猛介绍说，

红河村目前发展地栽香菇大棚70

多个，年种植地栽香菇160万袋，

年产值超1150万元，安置脱贫户

和监测户30多名。

在官庄镇楼房村的花菇种植

基地内，十几名工人正在采摘花

菇。“我今年种了 200多棚花菇，

从年前11月开始采摘，现在已经

是第二茬，长势依然喜人，一个棚

一年净收益 5000元不是问题！”

该基地负责人贾晓说，现在，基地

生产出的菌棒不仅能满足自己使

用，每年还能为山东等地提供4万

多袋菌棒，仅此一项一年又能增

加十几万元收入。

近年来，官庄镇坚持抓好产

业发展不懈怠，实现以香菇生产

加工为龙头的食用菌特色产业遍

地开花。

目前，官庄镇发展食用菌

1600多亩，年产值 8600多万元，

带动脱贫户和监测户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120 多人，拓展了农民增

收的新路子，为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了有力支撑。

3月15日，在宝丰县新世纪广场，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食品安全宣传单。当天，宝丰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县消费者协会举行“3·15”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在解答群众反映的
各种问题的同时，还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刘淑改 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胡丹
丹）“我今天用两张十元积分卡兑换

了一袋洗衣粉和两块肥皂！”3月 15

日，新县吴陈河镇陈洼村村民陈桂梅

高兴地说道。

据介绍，陈洼村在文明村镇创建

过程中，将移风易俗作为精神文明建

设的有力抓手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载

体，着力深化文明村镇创建，在前期

红白理事会、村规民约等机制运行较

为成熟的基础上，探索运用积分制方

式开展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活

动，将文明向上的社会新风尚灌输到

每一位村民心中。

如今，攒积分带来的成就感提振

了陈洼村群众的精气神，村民不仅可

以凭积分卡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兑

换等价物品，还可以将积分累计作为

三星文明户、乡村光荣榜等评优评先

活动的推荐依据，实现奉献、积分、赋

能的良性循环。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通讯

员张志超 杨恒战）“大娘，这次

想理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天暖

和了，这次稍剪短点吧。”3 月 15

日，封丘县留光镇周庄村开展免

费理发活动，活动现场，理发师郑

立翠一边为老人理发，一边陪老

人聊天。

“天气暖和了，人也有劲了，

今天来村部可以免费理发，理完

发感觉整个人都更有精神了。”周

阿姨摸了摸刚理好的头发笑着

说。

据了解，周庄村每个月都会为

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开展免费理

发活动。每次活动前，村“两委”都

会提前布置好场地，用村内大喇叭

通知老人前来理发。

“义务理发虽是小事，却是村

内老人的切实需求，也是党员志愿

者投身文明实践、参与助老爱老活

动的重要举措。”周庄村党支部书

记杨永昌表示，下一步，该村还将

拓宽服务渠道，为老人提供更贴

心、更多元的服务，通过为老人办

实事、办好事，让每一位老人都能

安享晚年生活。

汤阴县韩庄镇

“志愿红”扮靓美丽乡村 温县 有困难找志愿者

3月14日，安阳商都农商银行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金融知识，帮助群众提升风险责
任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当天，该行共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600余份，接受咨询90余人
次。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杨柳杏 摄

修武县西村乡

电商培训进山区 乡村振兴添动力

泌阳县官庄镇

食用菌年产值86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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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丘县周庄村 每月为老人免费理发

新县陈洼村

小积分提振群众精气神

给孱弱心脏装上“发动机”
郑大二附院在心衰器械治疗方面实现新突破

荥阳市

城市更新“加码”群众幸福生活

光山县晏岗村

花菇种植助农就业增收

（上接第一版）

肖山村的前身是肖山、关帝、槐树

洼 3个人口累计不过千人的小村。受

土地资源和农业产业结构限制，各村产

业规模小，集体经济长年难以发展，基

础设施也难以统一规划实施。2020

年，在党委政府的号召下，3个村合村

并组，对原3个村党支部班子成员优化

组合后，成立肖山村联合党支部。“3个

村合并后，我们整合资源科学规划，发

展蔬菜、赤松茸、食用菌等生态产业近

200 亩，带动 140 多户群众户均增收

6000元。生态产业的发展壮大了集体

经济，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到完善，群

众的文化生活开始丰富了，大家亲如一

家。”肖山村联合党总支书记李九成一

脸骄傲地说，2022年，肖山村联合党总

支被县里评为“五星”支部。

筑巢引凤育人才，注入“源头水”

3月 7日，在淅川县盛湾镇软籽石

榴种植基地，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

所的专家正在向果农培训春护春管事

项。

2012年，淅川籍创业青年姚岗回

乡种植软籽石榴万余亩。县里邀请中

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鲁振华博士，

南阳师范学院李玉英、黄思良教授等，

以“传帮带”的方式，定期为果农实地培

训。以科研院所、高校为技术依托，在

一次次技术下沉中，乡村“种植能手”队

伍日益壮大，不仅带动当地161户 621

人参与石榴种植，实现每亩人均年收益

2万元，还为全县培养 100多名“土专

家”，服务各乡镇软籽石榴、大樱桃、杏

李等林果种植业。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为强化本土人才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基

础，淅川县整合教育、卫生、农林水等相

关部门专业技术人才，选派科技特派

员、产业指导员、技术服务团队下沉基

层、服务“三农”；加强农村实用人才队

伍建设，培育“土专家”“田秀才”，充实

乡村振兴人才力量；围绕制造业、新型

农业、文旅产业等，通过与高校院所、职

业学院共建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模式，

有效提升了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既要绘好“育才图”，又要奏响“引

才曲”。2018年，淅减公司引进清华大

学博士后刘向加入。在他的带领下，淅

减公司自主设计建成了ADS电磁阀减

振器生产线，这是我国第一条完全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实现自动化和信息化的

减振器智能生产线。突破性的技术创

新，为淅减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近年来，淅川县围绕产业发展重

点，引进培育用好各类人才，大力推动

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依托国家、省市各

级创新平台、工程技术中心等，支持人

才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增强对高端人

才的吸引力。目前，清华大学王玉明院

士团队正与淅减公司开展“阻尼可调磁

流变减振器”研发合作；同时，立足汽车

零配件、现代中药、新型建材和新材料

等主导产业，针对性招聘专业化人才

830余人；深化校地合作柔性引才，与

河南工业职业学院、南阳师范学院等加

强对接交流，推进中高级钳工人才培

养，先后有5家企业230余名员工参与

培训。

为留住人才，全县唱响“爱才歌”，建

立健全人才发展政策，出台《关于服务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人才支撑的实施意

见》，分类兑现人才住房保障、生活补助

等待遇；推进人才安居工程，建成408套

人才公寓，完善升级青年人才驿站；着力

搭建驻外人才联络平台，在北上深渝等

地成立招才引智工作站，吸引集聚更多

优秀人才、项目、资金回归淅川、发展淅

川，为县域经济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为

乡村振兴注入“源头活水”。

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