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通乡村产业“电力血脉”

宽阔平整的村道两旁，电线杆上供电
线路次第排开，升级后的变压器在冬日的
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这是夏邑县骆集
乡胜利东村农村电网升级改造后的一景，
在这里，村民们再也不用为供电不足而发
愁。

“原来村里用电紧张，我的机器都不
能同时开，一天只能加工木材五六方，想
扩大规模都不行。用电问题解决后，我一
天能加工木材三十方。下一步，我打算扩
大生产规模。”开木材加工厂的村民吕当
先谈及电网改造时高兴地说。

胜利东村是远近闻名的“木材村”，杨
木加工业是村里的支柱产业。近年来，由
于电力供应不足致使产业发展受阻，群众
收入受限。2016年，随着国网商丘供电公
司驻村工作队的到来，胜利东村的木材加
工凭借着“小康电”的支撑，逐步向精深加
工发展，杨木加工业带动更多的村民走上
了致富路。

“原来村里主要由一条10千伏线路供
电，户均容量仅 0.85千瓦。为促进胜利东
村的产业发展，供电公司在电力上重新进
行了规划、设计，投资 296.6 万元，改造新
建了 8台变压器等设施。改造后，胜利东
村户均配变容量从原来的 0.85千伏安，提
升至 2.67千伏安，电能质量和供电可靠性

均达到省内先进水平。”供电公司驻村队
员司卫国说。

“改造后就是好用，原来经常停电，工
人也不能正常生产。电网改造后，我投资
了 400多万元，增加了两条生产建筑模板
的智能化流水线，招了近百名工人。”村民
李二攀告诉记者。

有了电力保障，村里的产业也迅速发
展起来。目前胜利东村共发展大型板材
加工企业20多家，解决了260多名贫困人
员的就业问题。

目前，商丘 628个贫困村、480个小城
镇（中心村）、568 个行政村全部进行了电
网改造升级，建设 35 千伏及以上项目 4
项，10 千伏及以下电网改造配电台区
154 个，满足了扶贫产业发展和贫困户用
电需求。

据悉，为确保各项电网助推脱贫攻坚
工程的顺利完成，国网商丘供电公司健全
市、县公司农网建设改造工作组织体系，
完善电网建设管理体系，成立联合督导
组，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加强对工程
资金支付、招投标等关键环节监督，强化
质量和安全管理，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
打造“放心工程”。截至 2020 年年底，商
丘市贫困地区户均配变容量已达 2.09 千
伏安；户户通电率、贫困村通动力电率均
达到 100%；电压合格率、供电可靠率分
别达到 99.97%、99.88%，贫困村供电能力
较改造前实现翻番，均达到全省农村地区

平均水平以上。电网改造打通了农网“最
后一公里”，让千村万户的百姓享受到改
造升级的成果。

开启贫困群众幸福生活

1 月 19 日，走进宁陵县阳驿乡徐楼
村，一排排光伏板鳞次栉比，光伏板下的
电表箱里，跳动的数字实时记录着发电
量。

“光伏发电真是个好项目！不光为我
们村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还让贫困户有
了稳定的收入。”曾担任徐楼村党支部书
记的韩峰告诉记者。

该村光伏扶贫电站于 2018 年 6月建
成投运，每年发电量约 36万千瓦时，可增
加村集体收入 12 万元；该村利用发电站
的收益资金，设立了电站管理员、街道保
洁员等多个公益性岗位，既能扮美乡村，
又带动了 43户贫困户增收。

徐楼村的做法正是商丘市通过光伏
发电助力脱贫的一个缩影。

光伏扶贫是国务院扶贫办提出的十
项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光伏扶贫不仅能让
贫困户保持稳定收益，做到精准扶贫带
贫减贫，还可以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是
资产收益的有效方式。为此，商丘大力
发展光伏扶贫产业，一举建成村级光伏
扶贫电站 945 座，并网容量达 347.71 兆
瓦。2020 年发电量达 7.32 亿千瓦时，年
收益 2.77 亿元，破解了贫困村集体经济
收入无来源或不稳定的难题。收益的
80%用于贫困人口承担公益岗位任务的
工资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劳务费用支
出，保障了一批因病、因残致贫特困户实
现稳步增收，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商丘光
伏扶贫模式”。

此外，为助推兜底脱贫政策落到实
处，全面落实城乡“低保户”和“五保户”
家庭每月免费用电 10 千瓦时政策。自
政策实施以来，商丘累计减免全市“低保
户”“五保户”电量 2.45 亿千瓦时，减免电
费 1.38 亿元。其中，2020 年累计减免电
量 2799.7 万千瓦时，减免电费 1569.5 万
元。

乡村振兴，电力先行。美丽乡村建
设，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如今，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后，商丘农村的面
貌 日 新 月 异 ，一 座 座 美 丽 乡 村 拔 地 而
起。特色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
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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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陆曦

“在俺村的厂里干活不仅离家近，给陀
螺打孔的活儿也轻，每月还能挣2000块钱
的工钱，多好的事儿啊！”1月21日，睢县白
庙乡裴堂村村民李新海一大早就来到家门
口的陀螺加工车间工作。

和他一样在裴堂村陀螺加工车间打工
的村民有150人。

陀螺是古老的民俗体育游戏，有陶制、
木制、竹制、石制多种。早在10世纪以前，
中国的这种民间游戏就传到了朝鲜、日本
等国，并流传至今。“陀螺是我喜爱的一项
运动项目，市场前景很好。以前在外地办

厂生产，后来搬回老家，就是希望能带动父
老乡亲一起致富。”陀螺加工车间负责人李
义永告诉记者。

2016 年，从事陀螺加工 10 多年的村
民李义永将工厂从郑州搬回睢县白庙乡裴
堂村。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
他对产品进行了技术创新，改变了以往单
一的生产品种和业务模式，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企业效益。目前，该工厂生产的陀螺
产品有10多种，也由陀螺加工单一业务扩
展到现在电子玩具、工艺品来料加工等多
项业务。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他的工厂已满足
不了订单需求。为增加产量，也方便群众，
部分村民将陀螺原料等带回家中生产。

在生产加工陀螺的村民李义中家中，
他边打磨边说：“传统木质陀螺得选长势
好的槐木加工，两台机器连轴转，每天最
多能产出 2000多个。还有一种经过生产
技术创新的陀螺，在保留传统陀螺工艺的
基础上进行改进，融进条纹和色彩，又加
入彩灯，使陀螺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彩，形
成集声、光、电、感应一体的新产品，也十
分畅销。”

如今，该村的陀螺加工厂厂房总占地
面积 2000平方米，产品销往国内外，供不
应求，年销售额达500余万元。

“为发展壮大这个产业，俺乡的领导
专门跑到郑州拜访中国鞭陀联合会会长，
力争把俺村打造成为中原地区的陀螺文

化小镇，现在村里已经建好了中原陀螺文
化展示馆。”裴堂村党支部书记李涛激动
地说。

在李涛的带领下，记者看到该村的中
原陀螺文化展示馆内摆放着各种材质的陀
螺，大概有 70多种。而且，该村的墙壁上
到处绘着“抽陀螺”“打弹弓”“跳大绳”等童
年游戏画面。在村室前面，还设计有圆池
喷泉、“中原第一螺”雕塑。

“裴堂村成立了睢县鞭陀协会，方便群
众学习、健身、娱乐。每逢重要节日，村里
会举办形式多样的比赛活动，吸引和带动
周边乡镇更多村民从事陀螺生产加工，真
正鼓起大家的‘钱袋子’。”白庙乡党委书记
任巍说。9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 月 23日，夏邑县曹集乡举行第六届“孝子孝媳”

“文明户”“美丽庭院”表彰大会，16名孝子孝媳和
文明户、美丽庭院先进典型披红戴花受到隆重表
彰。此次受表彰对象是经过群众推荐、村（居）两
委初评、乡党委审定、社会公示等评选出来的，既
有常年精心伺候老人的孝子孝媳，也有一心向善、
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以及团结邻里、家庭和睦
的文明之家，每位获奖者都是爱党爱国、遵纪守
法、孝敬父母、与邻为善、群众公认的典型。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一项重在持续的
灵魂工程。作为全国文明乡镇的曹集乡一
直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从 2015
年开始，每年都会评选表彰一批孝子孝
媳及美丽庭院，引导和教育群众学
先进、争先进、当先进，积极营造尊
老 敬 老、讲公德、讲文明的良好氛
围，提升曹集“软实力”，让文明之
花在基层绽放。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1月
21日，记者获悉，为扎实推进社会化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连日来，商丘市睢阳区消防救援大
队全方位、多角度扎实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在社区，消防宣传人员联合物业负责人对小区内电动
车、私家车占用或堵塞消防通道等现象进行排查，挨家逐户
提醒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在企业，宣传人员向参训员
工讲解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遇到紧急情况如何正确报警等
方面的知识；在学校，采取消防知识讲解、提问互动等多种
形式，提高师生面对突发火灾事故的处置能力；在农村，宣
传人员联合乡镇相关部门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组织民
警、消防志愿者深入村民家中，帮助村民查找家中的安全隐
患，通过农村大喇叭、进村入户等形式向村民普及日常防火
注意事项。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1月
25 日，记者获悉，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了
2020年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387个产品符合收
集登录要求，河南省33个产品入选，其中商丘有2个。

此次入选的产品为虞城县的“谷熟红粘谷小米”“虞城黑
小麦”，加上 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商丘
市夏邑县的“夏邑何首乌”“夏邑草莓”“夏邑黄瓜”，虞城县的

“田庙 48油桃”“田庙金太阳杏”，梁园区的“梁园大樱桃”，睢
阳区的“勒马花生”7个产品，截至目前，商丘市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总数达23个。

据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
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
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
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
产品。近年来，商丘市农业农村部门持续培育名特优新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积极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精心培育具有地
方特色的农产品，依托优势企业、农民合作社和行业协会打造
区域特色品牌，促进优势农业产业发展，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
种做成带动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对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培育
地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农业产业发展起到了积
极作用。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夏天）“李老，我们来看您了，
提前祝您过年好。”1月 18日，夏邑县民政局等单位人员来到
王集乡新庄村看望 103岁村民李世中。老人身体康健，还能
骑车、遛鸟、养花、种菜。

据悉，春节临近，夏邑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县委宣传部牵
头，组织县民政局、卫健委、摄协等职能单位和社会组织，对全
县登记在册的 231位百岁老人进行慰问，为他们拍摄一张全
家福、赠送一本全县长寿老人全家福摄影画册、免费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并在百岁老人过生日时，赠送一份生日蛋糕，送去
生日的祝福。

夏邑县是全国闻名的长寿之乡。2008年 10月 6日，夏邑
县被中国老年学学会授予“中国长寿之乡”称号，成为当时河
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近年来，该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树尊老养老敬老的
孝道风尚，不断丰富健康的长寿文化，巧打“长寿品牌”，取得
了良好社会效果。通过关心关爱长寿老人，弘扬良好的敬老
孝老社会风尚，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助力全县精神文明
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9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通讯
员 丁林涛）1月 23日，走进永城市黄口派出所“村警之家”，
办公桌椅、档案柜等设施一应俱全，墙上的电视循环播放着

“村警”录制的工作感言和荣誉视频。
据悉，“一村（格）一警”工作是强化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

为充分发挥村警优势，开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局面，
黄口派出所积极协调镇财政，不断强化阵地建设，为“村警”配
齐装备，投资 3万余元高标准打造了“村警之家”，并让所有

“村警”兼任本村党支部副书记或副主任，充分发挥他们人熟、
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做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

为锻造“村警”队伍，提高工作效能，该所将“村警”队伍分
4个中队管理，制定了考核激励办法；推行“村警”值班备勤机
制，每天安排4名包村辅警到派出所和警务室值班，处理日常
警情，调解矛盾纠纷。为提高广大村民的防范意识，该所抽调
文艺特长人员和具有文艺才能的部分包村辅警，成立“平安黄
口”义务宣传队，将防火、防盗、防诈骗等知识编成快板、戏曲、
小品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安全知识。

据统计，该所一系列用心、用智、用情之举，让最基层的
“小村警”激发出“大能量”，去年以来，全镇由包村辅警参与抓
获盗窃现行嫌疑人员 5 名，牵头化解长达十年以上纠纷 6
起。9

商丘新增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夏邑

四项活动情暖百岁老人

“小村警”激发“大能量”

走村入户宣传消防安全

“电引擎”驱动商丘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电”亮小康生活 赋能乡村振兴

小陀螺“转”出致富大产业

1月 20日，柘城县远襄镇纪检监察干部正在该镇韭菜基
地现场查看蔬菜安全情况。春节临近，柘城县纪委监委督促
全县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立足职能职责，督促相关部门层层把
关，压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加大食品流通、销售等领域监管
检查力度，多措并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9 张书珲 摄

奋战农网改造第一线。9 国网商丘供电公司供图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王辉

农村电网是拉动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设

施之一，加快贫困地区的农村

电网改造，意义尤为重大。

近年来，商丘不断加快贫

困地区电网升级改造，助力脱

贫攻坚。从家家亮起电灯到

户户用上大功率电器，从解决

生活用电到村村通动力电，不

仅改善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条

件，也改变着农民的生产生活

方式，一举破解了制约农村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瓶颈。

同时，大力发展光伏发电产

业，增加村民收入，助推商丘

农民昂首阔步踏上乡村振兴

的新征程。

目前，商丘 628 个贫困村、

480 个小城镇（中心村）、

568 个行政村全部进行了

电网改造升级，满足了扶贫产
业发展和贫困户用电需求

截至 2020年年底，商丘市贫
困地区户均配变容量已达

2.09千伏安；户户通电率、

贫困村通动力电率均达到

100%；电压合格率、供电可

靠率分别达到 99.97%、

99.88%

商丘大力发展光伏扶贫产业，
一举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945 座 ，并 网 容 量 达

347.71兆瓦。2020年发

电量达 7.32 亿千瓦时，年

收益2.77亿元

乡村盛开“文明花”

奋进奋进““十四五十四五””创新创新促发展促发展
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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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孝子”得奖，老人乐开怀。9
图② 为“孝媳”发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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