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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启舟

谢明涛#

*

月
(+

日$ 记者在栾川县委组织部

驻外招商人员选拔办公室看到$走廊上挤满

了前来报名参加驻外招商的人% &报名的人

太多了$很久没有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了% '

栾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感叹地说%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火爆的场面( 栾

川县的答案是!机制一活天地宽)

今年以来$在短期问题与长期矛盾相互

交织* 需求不足与竞争加剧双重挤压下$栾

川县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面对严峻形势$栾川县委*县政府在招商引

资方面创新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大动作%

加大对引荐人的奖励力度% 栾川县按固

定资产投资额$内资项目奖励
,A

$外资项目

奖励
-A

%其中$在职人员引进
.

亿元以上项

目$除上述奖励外$作为优先条件予以提拔

重用+社会人员引进
.

亿元以上项目$除上

述奖励外$由政府聘用为专职招商人员%

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扶持力度% 对成功引

进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单个项目实际到位

金额
.

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由县政府对项

目单位给予
(,

万元至
,/

万元奖励$并且实

际到位金额每增加
'

亿元$县政府增加奖励

'/

万元%

加大外出招商力度% 栾川县在全县范围

内选拔
*/

名科级干部和后备干部组成
0

个

招商分局$分别派到北京*上海*广州等招商

引资重点地区开展驻外招商活动% 对完成工

作任务的除按照规定奖励外$作为优先条件

予以提拔重用+对未完成工作任务的依据未

完成程度$分别给予通报批评*诫勉谈话*调

离驻外招商岗位* 取消后备干部资格等处

罚% 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没有完成招商引

资目标任务的单位$ 主要领导不能提拔任

用$不得推荐后备干部$不能参与评先评优%

与此同时$栾川县还全力开展招商引资

软环境建设$努力营造环境&高地'$构建发

展&温棚'% 县领导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亲自

参与洽谈项目$亲自协调解决问题% 县委*县

政府出台县级领导分包项目责任制*项目例

会制* 乡镇领导定期汇报制等一系列制度$

协调解决项目在签约*开工*建设过程中的

各种问题% 各职能单位想方设法利用政策空

间帮助企业报批手续$许多项目建设中长期

存在的疑难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确保

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新机制创造新活力$ 新举措带来大发

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栾川县共签约市外

境内项目
1+

个 $ 总投资
*+2-

亿元 $ 到位

*2-+

亿元+新谋划项目
+3

个$总投资
0/2)'

亿元%

本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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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世勇

葛国藏#&请
./

年如一日照料瘫痪公爹的好

媳妇郭建丽$被称为公婆小棉袄的好媳妇张

金平,,上台领奖%'

*

月
()

日$在清丰县宣

传思想工作大会上$全县
(/

名好媳妇*

(/

名

好婆婆*

((

个和谐家庭代表受到了县委*县

政府的隆重表彰% 在清丰县$像这样大张旗

鼓地表彰好媳妇*好婆婆*和谐家庭的活动

每年都要举行$这只是该县大力弘扬孝道文

化*构建和谐家园$精心打造&中国孝道文化

之乡'的一个感人镜头%

清丰古称顿丘% 隋朝时$顿丘人张清丰$

一世清贫$善事父母$孝行为远近所敬仰% 唐

大历七年$朝廷改顿丘为清丰县$沿袭至今$

成为全国唯一以孝子之名命名的县%

为使清丰的孝道文化发扬光大$打造清

丰孝道文化品牌$该县把清丰亭*张清丰碑

及塑像*割肉孝姑*万里归亲*赵氏孝子坟等

县内孝道文化资源进行统一整合$使孝道文

化具有可感知的实物形象+先后整修了张清

丰碑亭及石刻塑像*隋孝子张清丰祠遗址碑

及塑像$绿化美化了清丰亭$制定了-清丰县

孝道文化园建设初步规划.% 目前$建筑面积

.23

万平方米的孝道园一期工程中心大殿即

将开工建设%

为树立现实生活中的典型$ 该县每年

都要开展 &十大孝星 '*&当代孝子 '*&和谐

家庭 '*&好媳妇 '*&好公婆 ' 等评选活动 $

不断改进孝道文化的传承方式 + 在县电

台 *电视台开辟 &弘扬孝道文化 *构建和谐

家园' 专栏$ 大力宣传当代孝子尊老敬老

的典型事迹 $积极倡导尊老 *敬老 *助老的

传统美德%

如今$ 在清丰县的广大城镇和农村$家

庭邻里和睦相处$尊老敬老蔚然成风%

(//-

年初$ 清丰县人民政府正式向国家文联*国

家民协提交了申报 &中国孝道文化之乡'的

申请% 今年
+

月份$国家文联*国家民协专家

评审组将对清丰县申报 &中国孝道文化之

乡'工作进行最后评定%

洛宁县上戈镇的苹果很有名$ 而杨清

亮则是当地的&苹果状元'%

*

月
(+

日$记者

专程到上戈镇对杨清亮进行了采访%

当记者来到杨清亮家的果园时$杨清

亮正半蹲在苹果树上修剪苹果枝% 听我们

说明来意$他便从树上跳了下来$一边随

着我们在果园走$一边给我们介绍这几年

种苹果的心得%

&常言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

苹果工序繁多$每年施肥*打药*修剪*疏

花*疏果*套袋*控制病虫害等$很麻烦% 刚

开始$俺掌握不住技术$同样的苹果树俺

家就是没有别人家的果大*颜色鲜$心里

那个急啊% 俺和老伴就在园子里盖了间房

子$和苹果树吃住在一起% '

他顿了顿接着说$ 和苹果树熟悉后$

俺又摸索了一套方法! 在别人春季开始施

肥时$俺在冬季提前就将复合肥施上了$当

俺的树遇墒&酒足饭饱'正在喜滋滋地生长

时$别人家的树才开始&吃饭'% 农村夏收

忙$果农们都顾不上管理果树% 其实$夏天

剪枝最重要了$ 俺就坚持夏收时抽空给果

树剪枝% 就这样$俺的果树长出的苹果一年

比一年个大*果甜*颜色好$价钱也上去了$

每年都要卖到几万元%

杨清亮的老伴在一旁打趣地说 !&人

家才能呢$还给苹果实行/计划生育0哩$

还有什么美女图*十二生肖的% '看着我

们不解的眼神 $ 杨清亮不好意思地说 !

&果树一般有大年小年之分$大年结的果

多$小年结的果稀而小$俺家果树无论大

小年结的苹果却都一样% 这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疏花定果上下工夫 $ 大年的时候

多摘掉些花和果$小年的时候多留些花和

果就行了% '

我们问起美女图和十二生肖$杨清亮

用手比画着说!&就是买些美女和十二生

肖的画往苹果上一贴$图案就自然长在苹

果上了$苹果的艺术含量提高了$价格也

上去了% 一套十二生肖$

.(

个苹果能卖到

近百元% '

走出杨清亮家的园子已是下午
+

点$

回头$再望望他家的果园$仿佛看到了那

一棵棵果树结出的&富贵果'$红彤彤地挂

满了果园%

本报讯 日前$省工商局公布

了
(//-

年河南省著名商标名单$

偃师市 &九都'*&铁将军*&

56

'*

&花通'

+

件商标被省工商局新认

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香山 '*

&花都'*&新建' 等
)

件河南省著

名商标顺利通过复核%截至目前$

偃师市已拥有省级著名商标
'3

件$中国驰名商标
'

件$省级著名

商标总数位居全省县1市#第一%

近年来$ 偃师市工商局积极

实施商标战略$ 全力支持企业做

大做强$ 通过指导企业争创省级

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 提升

产品知名度$增强企业竞争力%为

推动品牌建设$ 市政府还规定对

获得省级著名商标和中国驰名商

标的企业$ 由市财政分别给予
'

万元和
'/

万元的奖励%

1上官兵 郭圣前
7

本报讯 1记者马如钢 通讯

员李骏鸣 秦育新#近日$武陟县

筹集
,-

万元救济资金$对全县农

村五保户*残疾人*军烈属*老复

员军人中的特困户$以及&缺钱*

缺粮 *缺劳力 '的 &三缺户 '实施

&春荒救助'%

该县按照&底数清*操作细'

的要求$深入乡镇*村*组*户对春

荒缺粮情况进行细致调查摸底$

将排查出来的救济对象进行分类

排队*登记造册$建立救助人口台

账$张榜公布+全面实行&灾民救

助卡'发放制度$做到乡镇救助有

台账$村*街有名册$户户有卡片+

对救助对象在各村显要位置进行

公示$ 确保将有限的救济款物用

在困难群众身上%

据悉$ 今年该县将对
*

万余

农村特困人口进行救济%

本报讯 日前$从中央文明委

传来消息$ 伊川县城关镇被授予

&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去年$该镇明确提出要把创建

&全国文明村镇' 工作作为实现全

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入点$

常抓不懈%镇党委*镇政府与各村*

各有关部门签订目标责任书$把创

建的目标任务量化分解$ 定期督

导*检查+积极组织&文明村'建设$

深入开展&文明户'*&五好家庭'评

选活动$营造尊老爱幼*家庭和睦*

邻里团结的良好氛围% 目前$全镇

共有省级文明企业
,

家$市级文明

企业
,

家$县级文明企业
.3

家+市

级文明村
)

个$县级文明村
.,

个+

市级文明单位
-

个$县级文明单位

()

个% 1葛高远 张桃钦#

本报讯
*

月
(+

日一大早 $

嵩县木植街乡木植街村委会院里

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到远教

播放室里来取&致富经'的群众络

绎不绝%

该乡充分利用农村党员干部

现代远程教育网覆盖面广和内容

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积极

引导广大农民上网选良种* 学技

术*查信息$并通过网络视频交互

平台开展专题技术讲座$ 让专家

与农民面对面交流%目前$该乡已

有
(///

余名农民借助农村党员

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成了&田秀

才'*&土专家'% 他们创办生态养

殖*香菇种植*高效林果等特色经

济实体$ 带动周边万余户农民走

上了致富路%

4

罗孝民#

为使家乡老人过上舒适的晚年生活!潢川县农民#全国敬老之星

黄久生!先后捐款达
$%

万元!用于当地敬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 日

前!

&&'()*

&乡约'栏目摄制组慕名来到潢川县双柳树镇对其进行

采访" 图为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肖东坡和黄久生在节目录制现场"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吴弋春 摄

!"#$%&'()*+,

弘扬孝道文化 构建和谐家园

-./0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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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赵笑菊 高文治

本报讯 1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书林

刘小江#在新安县武装部工作的党先生$每

天早上都会到县城西区金融广场晨练% 不

经意间$他发现曾经显得有些荒凉的西区$

现在已经高楼林立% 党先生由衷地发出感

叹!新安县城现在长高了)

和党先生一样$ 许多新安县城的居民

都感慨$不知不觉间$县城已经悄悄长大长

高长美了$变化实在太大了)

近年来$ 该县以打造最佳人居环境为

目标$ 围绕创建国家生态示范县和园林城

市$坚持用人文的理念定位城市$用美学的

规律塑造城市$ 使全县城区控制规划面积

达到
*(

平方公里%目前$气势宏伟的广场*

曲径通幽的游园*柳丝飘拂的河畔*古色古

香的紫霞街* 情趣可掬的街头小品以及绿

围翠绕*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赋予了城区

浓郁的生活*文化气息% 此外$该县还通过

一系列的城市建设和规范的城市管理$大

大提升了县城品位$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先

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 河南省园林城市等

称号%

如今$从高空鸟瞰新安$道路*民居*街

道无不掩映在绿阴丛中$ 充溢着蓬勃的生

机与活力% 所有的这些都在告诉人们一个

事实!一座文明*生态*开放*和谐*发展的

现代化城市正快速崛起%

本报讯
*

月
()

日$ 笔者在

南洛高速汝州段
,.2-

公里长的

沿途看到$ 道路两旁新植满了齐

刷刷大小均匀* 错落有致$

+(

米

宽$ 总共有
*)(/

亩$

*02-(

万株$

清一色的 &

./3

速生杨 '$当地群

众正忙碌着给杨树培护涂白%

去冬今春以来$汝州市从自身

实际出发$创新形式$科学规划$严

格奖惩$ 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加快了造林绿化步伐% 截至目前$

全市已完成人工造林
./2),)(

万

亩$占目标任务
32*,

万亩的
.+,A

%

1张万强 刘建中 刘涛杰#

春耕时节$记者在尉氏县洧川镇农村采访

时发现$不少农民凑在一起拉致富经$唠发展

谱$寻信息源$其致富绝招还真不少%

画#曲线图$

&去年大葱价格忽高忽低$ 今年价格就说

不定$我看种植面积不能盲目扩大% '&多种点

棉花还会中$咱县有十来个棉纺厂$需求量大

着哩$销路兴不会愁$可这还得等问问才能定

,,'

*

月
(-

日上午$ 在该镇李庄村李建生家

中$返乡民工李德晟*李涛等在一幅幅标着农

产品市场行情的&曲线图'前唠嗑%

其实$这样的&曲线图'在该镇很多农民家

中都有% 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行情$一些精明

的农民将收集到的物价信息和国内外市场行

情变化情况及时整理$ 分门别类画成坐标图$

从中研究分析农产品的需求趋势% 王庄村农民

王文军通过农产品市场行情&曲线图'经营农

产品$去年获利近两万元%

查%户口簿&

&

*

月
()

日$存栏
../

头$出栏
0/

头$全部

打过疫苗% '

*

月
(0

日下午$英刘村养殖大户何

国旗拿着一本绿色档案簿在接受养猪免疫检

查% 他笑着说!&这小小/户口簿0作用真大$我

养的这
*//

多头猪$免疫*存栏*补栏*疾病等

情况在上面写得一清二楚% '

近年来$ 洧川镇向养殖户发放了畜禽养殖

记录本$ 这些畜禽养殖小本本被养殖户形象地

称作为畜禽&户口簿'$养殖户都已养成了自觉

记录养殖档案的习惯$ 为该镇养殖业筑起了一

道安全屏障%目前$该镇畜禽养殖户已达到
+)//

多户$存栏大牲畜*生猪
)

万多头$肉鸡*蛋鸡存

栏
.)

万只$均没有发生过一次大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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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汤阴县白营乡大傅庄村农民正

在的$新农村书屋%里查阅农业科技图书 " 眼

下!该乡许多农民纷纷到$新农村书屋%查阅科

技图书!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 !促进春耕

生产"

本报记者 秦铭芳 通讯员 张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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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尉氏县洧川镇春耕时节见闻

本报记者 伊胜利 通讯员 王水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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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南环路街道东风社区居民谭化民老

汉正在清理社区附近的非法小广告" 据了解!谭老汉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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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就自费购买了刀具和喷壶义务清理$牛皮癣%!迄今已经三

年多了"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李向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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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鹿邑县宏达职专学校

的教师在向返乡农民

工讲述服装裁剪技术"

为提高返乡农民工就

业竞争能力!鹿邑县成

立了职业教育集团!今

年前
!

个月已培训返

乡农民工
,+++

人"

胡 海 云 张 峰

孙美理 摄

图
" !

月
",

日!商

水县的返乡农民工在

加工土布 !准备销售给

城里人 "商水县计生协

会以人口学校为阵地 !

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

发展 $短 #平 #快 %等致

富项目 !许多农民又重

新拾起了受人青睐的

老手艺"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刘飞 摄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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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上

午!平顶山市湛河区北

渡镇返乡农民工王延

申在给茁壮成长的芽

苗菜喷水保湿 " 去年 !

在苏州打工的王延申

返乡后 ! 在任庄生态

科技园租了一座日光

温室 !利用打工学到的

技术种植芽苗菜!目前

种植规模已达到
!++

多盘"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徐光亚 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