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产业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为峰

犹如蓝色的波浪，大片的光伏板在
平原旷野漫延舒展，吸存着太阳的能
量，将生成的“绿色电流”源源不断汇入
电网，你甚至都能感受到它们的脉动。
4月 27日，在台前县侯庙镇华电100兆
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基地，壮观的“景
色”呈现在记者眼前。

“这儿建起‘阳光银行’，让俺们
看到了脱贫的希望！”贫困户张汉斋
老人道出大伙儿内心的喜悦。在光
伏基地大门旁的收益贫困户公示栏
里，3334户贫困户的姓名、住址、联系
电话等情况一目了然，他们的生活将
因“阳光银行”而发生改变。

张汉斋给记者算了一笔收入账：光

伏基地流转了自家6亩地，按今年小麦
市场价，折合6000多元；自己在光伏基
地打工月收入 1000多元；基地正常运
营后，每年还将有 3000元的收益。“这
不是‘阳光银行’是啥！”张汉斋笑着对
记者说。

“光伏扶贫，精准到户，一个不
少。”台前县发改委主任刘元林说，作
为全国光伏扶贫重点县，台前探索出
行之有效的模式，努力提高贫困户收
益覆盖面。

在台前县各个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扶贫就业点、文化大院、学校等公共设
施的屋顶，几乎全被光伏板所覆盖，该
县整合扶贫资金和银行贷款，以“集中
联户”方式建成 79个村级光伏扶贫电
站，可谓“一寸阳光一寸金”；在农田的

光伏阵列间距中，油用牡丹等经济作物
长得正盛，该县与华电集团等光伏企业
开展合作，采用“农光互补”方式建成华
电 100兆瓦光伏发电基地，实现了“土
地利用立体化”。

“仅4个多月时间就建成投用，这样
的速度在全国也罕见。”回首华电 100
兆瓦光伏发电基地建设过程，项目负责
人安多芒感慨良多。他告诉记者，这个
项目涉及侯庙镇 7 个村，需流转土地
3600亩、迁坟 663座，关乎农村的传统
习俗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项目建设期

间，侯庙镇的党员干部始终冲在最前
面，不仅带头迁坟，还包村包户做群众
工作，一分一秒都不耽误。他们只有一
个信念：“项目早完工一天，贫困户就早
收益一天。”

“光伏扶贫成为台前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重要支撑。”据刘元林介绍，目前，
该县还有协鑫 20兆瓦、大亚 20兆瓦光
伏扶贫电站以及 110个村级光伏扶贫
电站项目正在加快推进，建成后将把全
县所有贫困人口共计 13548户、41041
人全部纳入光伏扶贫范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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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开封祥符区万隆乡纪委发挥
职能作用，确保全乡换届选举有序进行，
以强有力的措施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
境。提早审计，保账目清楚。乡纪委按
照乡党委整体安排部署，成立村级财务
审计小组，对全乡28个行政村的账目进
行详细审计，确保换届前村村账目清
楚。全程参与，保程序规范。乡纪委通
过参与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制订、监督

工作计划的实施，把监督工作贯穿于换
届选举全过程。广泛宣传，保纪律知晓
到位。通过下发学习文件，加强宣传教
育，签订严肃换届纪律承诺书，增强全体
党员纪律观念。拓宽举报平台，保监督
渠道畅通。完善信访举报受理和线索排
查工作机制，拓宽信访举报平台，对换届
工作中出现的违纪问题“零容忍”，确保
换届工作风清气正。 （张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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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漯河源汇区农林局不断推进廉政
风险防控工作,强化权力监督制约,科学有效预
防腐败。该局党组始终坚持党风廉政建设与其
他各项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落
实“一岗双责”,持续传导压力，形成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结合互联网+政务服务
平台大力推进“阳光农林”建设，同时公开权力事

项具体承办人、办事指南，方便群众办事，接受群
众监督，真正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进一步提
高干部职工自我防范风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
强干部职工的风险意识和廉政意识，要求全局干
部职工结合实际，对廉政风险点进行进一步查
找，共查找出廉政风险点60余条，并针对风险点
制定了防控措施。 （刘媛媛 李娟）

为进一步端正司法理念，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作风，塑
造勤政务实、廉洁高效的检察形象，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积
极采取措施，推动纪律作风建设走向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意识。该院要求把落实主体责任与干好本
职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明确主体责任目标化，夯实全
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基础，强化责任制的落实。

要求党组成员与各自分管部门负责人将责任落实到每一
个岗位、每一位干警，形成一级抓一级的责任体系。各科室负责
人对本科室人员的纪律负责，促使全体干警时刻绷紧严守“纪
律、法规、禁令”这根弦，坚决远离高压线。二是强化干警学习教
育。始终坚持不懈地把学习教育贯穿该院纪律作风建设始终，
针对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地加强干警的思想教育。通
过干警自查的方式，仔细查找个人在纪律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
制定“学习教育整改清单”，坚持把查摆问题、解决问题贯穿学习
教育全过程,制订整改方案、建立整改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确保整改落到实处。把干警是否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活动成果，衡量素质
高低的重要标准，进一步促进纪律作风建设的转变。 (赵振华)

源汇区农林局强化廉政风险防控工作

凤泉检察院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近日，鄢陵县城管局召开专题会议，
传达学习4月19日中纪委监察委网站《公
开曝光六起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典
型案例》的通知，结合工作实际，全面安排
部署，为该局树立清正廉洁的风气，营造
良好的工作氛围奠定了坚实基础。重视

文件精神，科学制定了新规定，把党风廉
政建设同经济、文化等其他业务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强化
学习教育，加强机关效能建设，解决干部
工作效率低、诚信意识不强和行政不作为
现象。 （苏金水 曹卫平）

鄢陵城管局学习讨论上级文件精神

祥符区万隆乡确保“两委”换届圆满成功

卫辉市工商局通过三举措加强党风廉政
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一是加强
思想武装。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党员干部的头
脑，教育党员干部始终不渝地忠于党的领导，
做到政治方向无偏差，理想信念不动摇。二
是以制度约束言行，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廉洁
自律规章制度，提高理论研究、政策水平和分

析、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遵守法规、制
度的自觉性，按照廉政准则对照检查自己的
一言一行，做到令行禁止。三是实行重点管
理。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和关键岗位人员的
管理，教育党员领导干部树立正派做人、公道
处事的良好形象，时刻做到对党、对人民负
责，克服特权思想，自觉接受监督，真正做到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群众。 （何剑斌）

卫辉市工商局加强廉政建设

郏县龙山街道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日前，平顶山郏县龙山街道组织班子成员和

新当选社区支部委员，到曹沟革命纪念馆等地参
观学习，随后，在街道会议室开展“不忘初心强党

性 牢记使命争先锋”主题党日活动。党工委书
记龚琳与大家进行廉政谈话、签订了廉政承诺
书，并为大家上了堂生动的廉政党课。 (张素霞)

开封杏花营镇对新任支委集体谈话
4月 27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杏花营镇召开新任支委集体谈话暨就职
宣誓仪式工作会。镇党委书记王志英着
重强调三点：明确责任、提高认识，坚持

将从严治党要求落到实处。严于自律、
遵规守矩，不折不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各项要求。立足实际、扎实苦干，同心协
力促进全镇工作取得新成效。（郭文超）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梧桐花
开时节，攀过层层台阶，浙江永嘉
市民纷纷去瞻仰一位中共早期革
命活动家——谢文锦。

永嘉县革命历史纪念馆坐落
在屿山公园内的屿山顶上。4月下
旬，记者进入纪念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广场右侧谢文锦烈士的一
座半身铜质雕像，高 2.3 米、宽 1.8
米，固定在花岗岩石基座之上。

谢 文 锦 ，1894 年 生 于 永 嘉
县。1917年毕业于省立杭州第一
师范学校。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
青年团，并参加了上海共产党早期
组织，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谢文锦与刘少奇、任弼时、罗
亦农、萧劲光等人被党派遣到莫斯
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 年春，谢
文锦回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苏
联军事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并
任中共中央秘书。

1924年秋，谢文锦按党中央指
示到浙南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党团
员，筹建党团组织，创建了浙南最早
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

1925年 4月，谢文锦在《新青
年》纪念列宁专号发表《列宁与农
民》一文。这是我们党早期系统介
绍列宁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章，
对党从理论上认识农民问题在中
国革命中的地位，起了很好的作
用。此文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被选
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时，谢

文锦任上海总工会总务科副主任
（主任为刘少奇），他和李立三、刘
少奇、汪寿华等一起发动工人罢工
和示威游行。9月，被选为上海总
工会党团成员。

1926年4月，谢文锦担任中共
上海区委委员，先后任曹家渡、杨树
浦区委书记。7月调任中共南京地
委书记。1927年2月，参加了上海
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组织领导工作。

1927年4月上旬，大革命形势
急转直下。谢文锦等人敏锐地察觉
到事态有变，“暴风雨就要来了，有些
人的面目越来越清楚，我们不能再坐
着不动了。”“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
的，总是有牺牲的。我们不怕牺牲，
我们要组织力量和敌人对抗！”

4月10日夜，谢文锦主持召开
南京地委扩大会议，研究应对国民
党右派的具体对策时，被国民党特
务侦缉队包围了会场，谢文锦等人
不幸被捕。凶残的国民党特务对
他们使用了极其残酷的刑罚，但谢
文锦等人宁死不屈，表现出了共产
党人崇高的气节。三天后，谢文锦
等十人被秘密杀害，年仅33岁。

瞻仰烈士遗像，永嘉县委党史
研究室的谢向荣充满着崇敬之意。
他说，谢文锦烈士信念坚定，对革命
事业矢志不渝。他不怕牺牲的革命
精神，对激励家乡的干部群众爱国
爱乡、爱岗敬业，推进新时代各项事
业更好更快发展，具有强大的精神
动力。（据新华社杭州4月30日电）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加快草畜
产业发展，我省有了行动指南。记者
4月 27日获悉，省畜牧局近日下发了
《河南省2018年推进优质草畜产业转
型升级工作方案》，提出将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做强肉牛业、做优奶产业、做
大羊产业，推进我省草畜业加速转型
升级，确保新增肉牛20万头，新增生
鲜乳20万吨（优质奶牛5万头），粮改
饲试点县扩大到 56个、完成面积 80
万亩，示范带动全省饲料作物种植面
积260万亩。

今年，我省将扩大粮改饲试点范
围，计划选择56个试点县，完成粮改
饲面积 80万亩，启动实施 10万亩优
质牧草示范园工程，推进优质饲草料
基地建设试点，努力打造沿黄滩区优
质牧草产业带，为优质草畜养殖提供
绿色饲料。

在做强肉牛做优奶业方面，今年
启动省级肉牛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项
目，继续对洛宁等41个项目县存栏基
础母牛10头以上的养殖户进行补贴，
示范带动基础母牛存栏 10头以下的
养殖户饲养母牛的积极性，夯实肉牛
产业发展基础。支持新建在建存栏
500头以上的肉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
殖场建设。重点推动驻马店恒都、南
阳科尔沁、焦作伊赛牛肉及副产品加
工项目建设，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加
快焦作蒙牛百亿产业园区、济源伊利
二期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

做大羊产业方面，今年重点推进
鹤壁中鹤、兰考中羊等肉羊养殖基地
建设，提高羊肉精深加工能力，优化羊
肉产品结构。加快获嘉中荷、西峡新
太阳等奶山羊养殖加工一体化项目建
设，促进特色乳制品发展。

“推进草畜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政
策引领。”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说，今
年将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统筹运用肉
牛奶牛产业发展、粮改饲试点、现代种
业提升工程等财政涉农专项资金和省
级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农业综合开发
股权投资基金，重点支持优质草畜产
业发展，扶贫资金重点向优质草畜产
业倾斜。同时，积极推进肉牛奶牛保
险政策落实，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
奶牛保险，完善“政、银、担、保、投”联
动支农机制，引导带动金融资金、社会
资本支持优质草畜产业发展。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4月 27日，位于郑州市惠济区花
园口镇凌庄村的 2000多亩紫花苜蓿
开始第一茬收割，省农科院在这里举
行了紫花苜蓿全程机收与测产现场观
摩会。

紫花苜蓿是什么东西、对河南牛业
发展有什么影响、我省种植情况如何，
记者对此采访了种植户和有关专家。

凌庄村种植的紫花苜蓿隶属于河
南合博草业有限公司，这里是花花牛
集团的饲草基地。公司总经理刘党标
说：“奶牛吃紫花苜蓿后产奶多，奶的
品质好。一头奶牛一年需要吃一吨紫
花苜蓿干草。”

据介绍，紫花苜蓿是一种优质牧草，
茎叶柔嫩鲜美，不论青饲、青贮、调制青
干草、加工草粉用于配合饲料或混合饲
料，各类畜禽都喜欢吃，是养牛、养羊及
养禽业首选青饲料，世界各国广泛种植。

紫花苜蓿市场需求大

“尽管我省紫花苜蓿的种植面积
和产量在不断提高，但仍然无法满足
市场需求。我省要按照‘四优四化’的
要求，种植更多的紫花苜蓿等优质牧
草，助推河南养牛业更‘牛’。”省畜牧
局饲草站站长李鹏飞在收割现场说。

我省优质草畜的种植面积不断增
加，其中紫花苜蓿种植面积40万亩以
上。但我省是养殖业大省，仅养殖奶牛
就有100万头。李鹏飞说：“如今紫花
苜蓿的产量连奶牛都满足不了，肉牛、
能繁母猪等根本吃不上。因此，紫花苜
蓿刚性需求大，发展潜力大。”

去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紫花苜蓿
180多万吨。我省约有一半紫花苜蓿
从国外进口。根据计划，到 2020年，
我省将种植包括青贮玉米、紫花苜蓿
等优质草畜500万亩。

我省是紫花苜蓿适宜种植区

在现场，省农科院的专家对紫花
苜蓿的产量进行了测产。测产结果表
明，每亩达 2.1万公斤，折合干草 1.17
吨。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冯长松博士
说：“这里的紫花苜蓿产量高，品质好，
体现了我省优质苜蓿的种植水平。我
省是全国苜蓿产量最高、最适宜种植
紫花苜蓿的区域之一。”

他分析说，紫花苜蓿喜暖怕涝。南
方因为降雨多，容易水淹；而北方寒冷，返
青晚、易冻害。而我省处于南北气候过
渡带，雨热均衡，非常适合发展紫花苜蓿。

目前我省紫花苜蓿品种好，种植技
术也成熟，效益较高。冯长松说：“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升级，养
殖业对紫花苜蓿的刚性需求越来越大，
不仅奶牛要吃，肉牛、猪、羊、家禽等都
要吃，种植紫花苜蓿大有可为。”③4

谢文锦：为革命我们不怕牺牲

优质苜蓿助推河南牛业更“牛”

台前“点亮”贫困户新生活

光伏扶贫 一个都不能少

我省推进草畜产业转型升级

做强肉牛业 做优奶产业 做大羊产业

4月27日，郑州市黄河滩区种植的紫花苜蓿开始收割。⑨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摄

（上接第一版）
沿黄碳汇林建设是新安大力

实施生态绿化的一个缩影。
作为工业大县和矿产资源大

县，如何让绿色发展理念落地生
根？新安县的回答是，把“生态立
县”作为县域发展的首要战略，提
出要算好“生态加减法”：“加”，就
是在适合的地方大面积恢复生态，
推动农旅融合；“减”，就是退出资
源初加工工业，发展精加工、深加
工，促进产业转型。

为做好“加法”，该县规定在林业
发展上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1000万
元，2010年至今，累计投入资金5亿
元，全民义务植树670万株。

今年，该县围绕以绿荫城、以
产兴农、生态联接、宜绿皆绿的目
标，大力实施了生态景观廊道建
设、城区小游园建设、城郊森林公
园提升、沿黄宜林荒山绿化、林业

产业建设、矿区植被恢复等六大工
程，总投资 2.34亿元，新增造林面
积4.67万亩。

为做好“减法”，该县摒弃传统煤
炭、铝石粗放开采和初级加工，培育
出拥有“煤—电—铝—钛”完整产业
链的全国500强企业万基控股集团，
将煤、铝“吃干榨尽”。同时，大力实
施节能减排，减掉低端产能和噪声粉
尘企业。仅去年就取缔“散乱污”企
业433家，关闭退出煤矿10处。

“只有做好生态‘加减法’，才能
念活发展‘绿色经’！”谈及这一点，新
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
部部长王伟深有感慨。他掰着手指
算起了这样一笔账：2016年，环保投
入近 100 万元，企业年利润实现
3000 万元；去年，环保投入增至
3000多万元，实现净利润8000余万
元，上缴利税6530万元，实现了企业
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发展。③7

（上接第一版）“熄灭”时又还原为
普通玻璃……这种近乎科幻电影
里的“魔幻显示屏”，就是建安区新
引进的总投资20亿元的柏恩众禾
纳米高分子特种膜生产项目。

柏恩众禾负责人许洋介绍：“我
们研发的纳米光学柔性成像产品工
艺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将在智慧
公交、智慧医院、智慧教学等智慧城
市建设多个领域中大展身手。”不仅
如此，他们和德国企业研发的3D打
印技术也即将投入应用，甚至可以
打印金属产品。

持续调优产业结构、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使建安区新产业、新业
态、新产品不断涌现，经济新动能
加速孕育，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逐步增强。位于建安区的国家检
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示范区

入选第一批省级现代服务业专业
园区，阿里巴巴许昌仓投入运营，
电子商务产业园获批省级示范基
地，入驻电子商务及服务配套企业
20余家，交易额达73.7亿元；东部
生态旅游养生产业带“一心二园三
带六基地”全面铺开，入驻企业
117家，规模以上企业9家。

据统计，建安区去年完成投
资 282 亿元，同比增长 15.5%，增
速稳居许昌市第一位。其中，发
制品、汽车零部件两大主导产业
产值分别达到 150 亿元、140 亿
元；红东方、世纪香入选河南省专
精特新行业领军型企业，环宇玻
璃、金欧特入选高成长型企业，远
东传动轴荣获省长质量奖，世纪
香等 6家企业在区域股权市场成
功挂牌。③7

新安县 一“加”一“减”绿在其中

建安区 向“内”向“外”质量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