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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大讲堂

聚焦国家安全教育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近日，宝丰县纪委监委精心打造的“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庆
祝建党一百周年”廉政文化下乡活动首场演出在赵楼村举
行。《穆桂英挂帅》《清官颂》《包青天》等剧目轮番上阵，为基
层干部群众带来一场廉政大戏，也增强了廉政文化的感染
力和影响力。

“今天的演出真是好，内容跟咱农村密切相关，丰富了老百
姓的文化生活，也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廉政课，希望以后这样
的活动再多些。”宝丰县大营镇赵楼村监委会主任陈巧改说。

近年来，宝丰县纪委监委积极探索廉政文化建设新途
径，把曲艺、汝瓷、魔术、孝廉等本土地域文化注入廉政元
素，以“廉政文化进基层”系列活动为抓手，开展了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活动。

去年5月，宝丰县推出大型文化访谈节目《家风弘廉》，
生动形象地阐释了红色家风、红廉文化给后人带来的感染
和启迪。

此外，该县纪委监委还依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马街书会，设立廉政书场，为基层群众带来精神食粮
的同时，营造风清气正的党风政风民风；在汝瓷产品中融入

“清廉”主题，使宝丰汝瓷文化和廉政文化相得益彰。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4 月 13日，记者见到叶县廉村镇沙渡
口村支部书记宋运卿时，他正在村集体经
济大棚里手把手地指导农户辣椒种植技
术。“大棚温度、湿度会影响辣椒苗的长势，
苗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辣椒收成……”宋
运卿一遍遍地交代。

“这40亩辣椒苗基地，担负着为全镇提
供辣椒苗的重任，可马虎不得。”宋运卿
说。近年来，廉村镇以村集体经济为抓手，

大力发展辣椒产业，去年种植面积达到
3000多亩，今年又扩大了1000多亩。

依托辣椒种植优势，沙渡口村又招引
并入股投建了辣椒深加工项目。宋运卿指
了指不远处在建的厂房说：“项目投产后，
生产剁椒和系列辣椒酱，不但能有效解决
辣椒的销路问题，而且可以通过深加工提
升产品的附加值。”

如今，辣椒产业成了全县扶持的村集
体六大产业之一。叶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作为解决脱贫后产业发展的有力抓
手，通过全面动员、率先起势，全域谋划、聚

力推进，逐步探索出“党建引领、联村共建、
财政倾斜、金融服务、保险托底、廉情监督”
24字工作法，立足土地做文章，让脱贫基础
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目前，全县已成立联合党总支 121个，
覆盖全县 554 个村；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全
覆盖，年收入 10万元以上的村有 256个，6
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百万；形成了村
集体发展的土地合作型、资源开发型、物业
经营型等6种模式。

在此基础上，叶县以农产品种植加工为
主导，确立了韭菜、辣椒、花生、中草药、食用

菌、畜禽养殖六大特色产业，由县级干部担
任首席服务官，绘制“四张图谱”，开展“四个
拜访”，打造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嫁接农业
龙头企业，搭建坚实电商平台，让小农户对
接大市场，全力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今年，叶县又制定了《关于发展壮大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及配套政策，对村
集体经济发展的六大主业项目给予资金扶
持、贷款担保、贷款贴息和保险托底，确保
村集体经济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明晰集
体产权关系、规范集体收益使用、拓展集体
经济形态、规范经济组织设置。8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山川积翠，青柳沐风。平顶山市鲁山县
沙河马楼段，新栽植的楸树、柳树吐着嫩芽、
随风飘摇。不远处的城望顶森林公园城区
段，河畅水清，槐林茂密。望着碧水绿树，鲁
山林场场长李文峰和工人们欣慰不已。

两年来，鲁山县全面修复沙河生态，累
计出动人员5.5万人次，修筑河堤7.3万米，
绿化 7000余亩，为沟河路渠披上了绿装。
河岸湖畔，城望顶森林公园等多个公园串
成一条绿丝带，成了该县的“后花园”和“会
客厅”。

“沙河边的公园绿地面积翻了几番，环
境越来越美，不仅来观光游玩的人多了，就
连‘鸟中熊猫’黑鹳等珍稀动物也频繁光顾
这里。”李文峰兴奋地说。

沙河的蝶变，正是鲁山县绿色攻坚战
的缩影。近年来，鲁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的
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实施生态建县、文
旅强县战略，全面修复山水生态，大力开展
植绿、护绿、践绿行动，让荒山披绿、满城皆
绿、随处见绿。

全面植绿，久久为功。鲁山县将国土绿
化同矿山生态修复、最美公路建设等有机结
合，组织志愿者绿化荒山荒坡，鼓励村民退
耕还林，多植被搭配绿化城区，送果树下乡

绿化村庄，全面打响国土绿化的人民战争。
目前，全县森林覆盖率达56%，森林蓄

积量 540 万立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1.28平方米，成功创建为国家园林县城、中
国生态魅力县、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团城
乡花园沟村等3个村创建为国家森林乡村。

辛集乡八里坡原是一片乱石岭，下雨
就淹，天晴就旱，只长蒿草不长树。该乡引
进专业公司，种植软籽石榴 3100亩、楸树
4500亩，林下套种迷迭香 1200亩，把荒坡
变成了“花果山”。

鲁山地处伏牛山东麓，素有“七山一水
二分田”之称，变劣势为优势，按照“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的思路，大力建设绿色产业
体系。如今，全县建成蓝莓、血桃、酥梨等
十大生态产业基地，涌现出核桃、葡萄等专
业村60余个。

从种到管，爱绿、护绿在这里蔚然成
风。1521 棵——鲁山将县域内的古树名
木，一棵棵调查清楚，全部落实挂牌保护制
度，倍加呵护。森林防火季节，尧山镇马公
店村护林员王学锋带着干粮，在千亩山林
里巡林，一干就是一整天。十余年来，他看
管的林子从未发生火灾。受王学锋影响，
他家祖孙三代都参与护林。

董周乡西高村脱贫户张柱也是一名生
态护林员。工作之余，他流转了 40亩坡地
种植酥梨，树下套种西瓜、花生，树间养了

10余头土猪和 100余只鸡鸭鹅。树上“摘
金”，林下“刨银”，去年张柱家年收入超过
15万元。

造林护绿营造了绿色家园，也让群众
更好地端起了“生态饭碗”。山区油桐满
山，板栗连片；丘陵花椒成行，栀子成排；树
下药材遍地，鸡鸭觅食。目前，鲁山县已发
展食用菌 3.8 亿袋、酥梨 10万余亩、蓝莓 1
万余亩。全县林业直接从业人员达4万户、
11.5万人，年林业总产值达15.3亿元。

时下正是旅游旺季，四棵树乡张沟村
30余家农家乐生意火爆，每家年纯收入均
在 10万元以上。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四棵树乡黄沟村驻村第一书记陈京玉，将

村里闲置老房子改造成自助农家院，每年
为村集体增收13万元。

依托绿水青山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鲁
山县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加快构建乡村旅
游新体系，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全县发展农家乐专业村 30 个、旅游村 78
个，还开展农家乐星级创建和评定活动，引
导 1000余家农家乐提档升级。近 10万名
群众从旅游相关产业中受益。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如今的鲁
山，已按下绿色发展的快进键，交出了一份
合格的生态文明建设答卷，并朝着中原实
践“两山”理论样板区、全国知名旅游目的地
的蓝图，绘就更加美丽的生态画卷。8

在郏县白庙乡马湾新村，90后谢静静将160余亩果树
采摘园改建为亲子农场，打造出了集游玩、农耕体验、采摘
于一体的农业产业链，实现经济效益翻倍。图为小朋友在
农场内玩得不亦乐乎。8 赵洁宁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琳琅满目的艾制品、小米、蜂蜜等农特产品，在宽敞明亮的
直播间里被推介，吸引着网友纷纷下单。4月 8日，平顶山
特色馆正式揭牌运营，当天便赢得了开门红。

据介绍，平顶山特色馆以优化整合全市特色资源、推动
农产品出村进城为目的，以电商直播和电商企业孵化为发
展模式，以促进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为工作核心，通过
线上线下融合、农商互促互补，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平顶山市商务局依托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
建设，大力开展农村电商工作，累计建设乡村电商服务站点
1000余个，开展电商培训 5万人次。2020年，全市农村产
品网络零售额达8.82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和县域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平顶山市商务局进一步扩
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依托平顶山特色馆，拓宽农产品
进城和工业品下乡渠道，力争农产品网络零售交易额实现
30%及以上增速、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年均增长12%。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王向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当春的气息铺满大地，天下至美瓷器的汝瓷也到了
秀一秀天青釉色的时刻。近日，汝州市“恋瓷集”春季旅游
文化活动在中国汝瓷小镇举行。

当天，碧空万里，春风荡漾，围绕莲花般外形的中国汝瓷
博物馆一周，是一家家的茶席和汝瓷展示区。天青、豆绿和月
白，三种汝瓷釉色各有千秋。游客们欣赏、拍照，忙个不停。

“一下子把汝瓷看了个够，真美！”一位“赶集人”激动地说。
据了解，该活动包括汝瓷大集、玉器大集、奇石大集、百

货大集 4大业态，汝瓷茶席设计大赛、健步走大赛、广场健
身操舞大赛、抖音短视频大赛4大赛事，以及戏曲表演等 6
大活动。

据介绍，“恋瓷集”春季旅游文化活动是汝州市对汝窑
传承创新的重要举动，对于擦亮汝瓷名片、呈现“中国汝瓷
之都”活力、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8

平顶山特色馆揭牌运营

桃李舞春风 汝瓷秀天青
汝州“恋瓷集”春季旅游文化活动启幕

宝丰县

廉政文化专场演出进基层

发展特色产业增厚经济“家底”

叶县 集体经济造血乡村振兴

鲁山营造美丽家园，端稳生态饭碗

树上“摘金”林下林下““刨银刨银””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4月 12日，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际，平顶山
第30期鹰城大讲堂暨2021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题教
育活动举行，为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形象的国家安全教
育课。

课堂上，教育部特聘专家、全军优秀教师、军队思想政
治教育共享平台专家组组长易金务以“我国周边安全与总
体国家安全观”为题，从全面把握周边安全国际环境、正确
看待周边安全热点问题和履职尽责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
观3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和深入分析。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据介绍，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前后，平顶山市还举办有“12339”举报电话宣传、领导干
部讲思政课、百部电影进校园、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样板课、
以案促改等活动，切实增强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国家安全
观。

近年来，平顶山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
家安全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总体国家安
全观的丰富内涵，绷紧维护国家安全这根弦，强化系统观
念、忧患意识、底线思维，统筹做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扎
实推进国家安全各项工作。8

自助小院别具特色8 马进伟 摄 团城乡牛王庙村鸟瞰8 王永安 摄

沙河畔变身“后花园”8 马远瞩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
冰珂）日前，位于宝丰县汝瓷创业园内的廷怀汝瓷车
间，工人们正在修胎、施釉、装窑，一派忙碌的景象。

宝丰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中国汝瓷之
都、中国汝瓷文化之乡、中国汝窑古镇、宋代五大名
窑之首汝窑的发源地和清凉寺汝官窑遗址所在地。

近年来，宝丰县不断推进汝瓷产业发展，结合市
场需求，不断调整汝瓷产业结构和升级产品种类。
同时，通过设立“汝瓷产业发展基金”，定期开办汝瓷
烧制技艺培训班，举办汝窑复仿大赛等，推进汝瓷产
业向纵深发展。

目前，该县共有国家级陶瓷大师 33人，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12人，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3人，县级
以上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00余人，汝瓷烧
制企业和研究机构119家。其中，中汝廷怀窑、徽汝
汝窑、大宋宫廷汝瓷、圣诺陶瓷、大博瓷画等陶瓷企
业成为全国知名陶瓷品牌企业。8

汝瓷生产忙汝瓷生产忙

工人在宝丰县汝瓷创业园内的廷怀汝瓷车间忙碌。8 何五昌 摄

学生们参观刚刚出窑的汝瓷成品。8 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