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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忙何难

有困难？找何难！

省委农办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

活干完近一年 工钱至今没拿到

蔬
菜
产
业
带
动
十
五
万
农
户
增
收

内
黄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专题报道活动启动

本报讯 深秋时节，行走在豫北蔬菜之乡——内

黄，田野里，一栋栋温室大棚鳞次栉比；大棚内，一畦畦

绿色蔬菜青翠欲滴；市场上，一辆辆货车川流不息，交

易人员熙熙攘攘……

“今年俺种的这31亩大棚，上半年仅西瓜，就收入

35万元，加上这辣椒、豆角等秋延菜又能收入10多万

元，一年下来收入50万元没问题。”11月1日，正在大棚

内采摘辣椒的内黄县东庄镇渡店村种菜大户杨运岭边

说边伸出五个手指，丰收的喜悦溢于言表。

在内黄县，像杨运岭这样的种菜大户还有很多。

内黄县县长卢萍说，内黄县瓜菜种植面积有58.3

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52%，农民来自蔬菜产业的年

人均收入达4600元，占全县农民年人均收入的60%，

蔬菜已成为内黄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带动全县15万

户农民增收。目前，内黄县的蔬菜种植面积、产量、品

种和交易量均居全省之首，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设施

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被第九届中国果菜产业发展论

坛评为“中国果菜标准化建设十强县”。

近年来，内黄县委、县政府把蔬菜当做一项产业来

发展，目前已形成四大设施蔬菜生产基地、六大露地菜

生产基地和四处标准化育苗基地。同时，该县引进瓜

菜新优品种15个，品种覆盖率达99%以上，新品种推

广和引进走在全省前列。通过政府规划、金融支持、实

施规模化种植、扶持农民合作社、兴建加工企业等措

施，内黄蔬菜产业得到长足发展。

内黄县梁庄镇广发瓜果菜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

连续6年被安阳市命名为“优秀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合

作社拥有各类温棚2万亩，年产优质瓜果菜30万吨，实

现产值超亿元。在内黄，类似广发这样的合作社共有

200多家，年交易量达10万吨，年交易额达10多亿元。

内黄果蔬城是该县的重点招商项目。项目总投资

20亿元，占地1500亩，集物流、仓储、冷链、检验检测、

电子结算、综合管理、数据交换、信息采集发布、电子商

务、农产品安全追溯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农产

品年交易量600万吨，年交易额达100亿元，利税3000

余万元，成为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农产品集散中心。

“内黄蔬菜产业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致富产

业。”内黄县委书记王建国说，“下一步，内黄县要不断

扩大蔬菜种植规模，提高蔬菜品质，拉长产业链条，把

内黄蔬菜品牌做大做强，打造中部地区重要的蔬菜瓜

果集散地。” (张晓霞 李书廷)

10月30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正在认真研读《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极大地调动了我省各级人大干部做好人大工

作的积极性，他们纷纷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方式，学习十

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陈波 摄

11月 3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

悉，本周中后期有一次冷空气影响我

省，大部地区将出现初霜冻。省农业

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要密切注意

天气变化，特色及设施农业要在大风

降温天气来临前，提前做好保暖工

作，预防霜冻害，同时做好温室棚膜

等农业设施的防风加固工作。

根据当前墒情及未来天气预报，

本周我省无明显的降水过程，但要加强

冬小麦苗期管理工作，出苗后若发现缺

苗断垄现象，要及早查苗补种，疏苗移

栽，确保苗全苗匀。豫西南、豫南、豫东

南等部分土壤偏湿地区，要及时采取松

土通气措施，划锄保墒，破除板结，促进

小麦根系生长，培育冬前壮苗。

帮忙记者 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活干完近一年了，开发商到现在都没有给

工钱，现在手里一分钱没有。”近日，郸城县的田

克俊给记者打来电话，寻求帮助。

去年5月，田克俊承包了当时还是开封县的

祥符区杨寨新型社区的外保温的活，从5月干到

12月，干了大半年。12月活干完之后，开发商却

迟迟不给工钱，直到现在，除了干活期间给田克俊

等人的生活费六七万元外，依然欠着他们工钱十

二三万元。据田克俊说，当初接这个活的时候，跟

他一起干的十几个人都是亲戚或者朋友，现在活

干完了，却拿不到钱，没有办法向工友们交代。“当

初接活的时候，开发商承诺的是干完活就给钱，现

在活干完近一年了，工钱依然没有拿到，家里还欠

着债，没有工钱，拿什么还？”田克俊告诉记者，为

了要钱，他没少找杨寨新型社区的人反映，回应

是，现在正在卖房，等房子卖完了就给工钱。对

此，田克俊表示质疑：“社区房子一共有几百套，现

在才卖了20多套，什么时候才能卖完？”

另外，田克俊表示，开发商不只是欠他的工

钱，据他所知，还有许多工友也没有拿到应得的

工钱。“希望你们帮帮忙，我不仅是想把我自己的

工钱要回来，也想帮其他工友把钱都要回来。”

帮忙记者 董伦峰 实习生罗晓颖

电话：13937100138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 杨远高）11月3

日，由省委农办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

办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专题报道”活动在

郑州启动。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内容，对于人口大

省、农业大省的河南来说，意义尤其重大。

今年7月，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联合

下发了《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

见》，强调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保住房

安全、保饮水安全、保用电安全、净化环境、

硬化道路、美化村庄为重点，以建设宜居村

庄为导向，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通过长

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目前全省正

在进入集中清理阶段，明年1月开始转入重

点提升阶段。

为积极顺应广大农民群众的新期待，聚

焦推广工作中的经验做法，省委农办与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开展了本次专题报道活

动。活动将选派记者组成4个联合采访小

组，赴18个省辖市以及10个直管县，以现场

目击的形式，集中宣传各地农村清理积存垃

圾、清洁村庄卫生、建立长效保洁机制等方

面的经验做法。

此次采访活动还将通过河南日报微博、

微信等平台，实现“微直播”，记者会随时通

过图片和简短的文字，与读者一起分享采访

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河南日报农村版记

者采访的稿件将在《寻找最美乡村》栏目刊

发。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郭红凯）“以前新农合报销环节多

得很，三四个月都办不完，而现在

报销2万元以下当天审核当天报

销，2万元以上最多10个工作日审

核办结。”近日，来临颍县人民办事

中心办事的李女士，面对记者采访

连连称赞。

可喜的变化源于全县正风肃

纪行动的深入推进。今年5月份

以来,临颍县委开展了“铁腕正风

亮剑风暴”行动，重点整治吃拿卡

要、推诿扯皮、效能低下等9类作风

效能问题。县委正风肃纪督查组

通过定期明察、不定期暗访、随机

抽查等形式向不良风气“亮剑”。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新农合

报销难问题，县纪委成立专项督查

组，集中调查。在深入调查的基础

上，临颍县纪委对3个责任单位逐

一追责。其中对卫生局长诫勉谈

话；给予卫生局分管农合办的副局

长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农合办主任

行政记过处分。给予南街农行行

政效能告诫一次，给予南街农行行

长诫勉谈话，建议市农行依规依纪

给予有关人员党政纪处理。给予

县财政局通报批评，对有关人员进

行党政纪处理。

5月份正风肃纪整治活动开展

以来，全县共立案查处作风效能案

件19起，党政纪处理19人，迅速扭

转了部分单位作风效能低下局面，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11月1日，记者来到西华县西夏镇后寨行政

村，见到笔直的柏油路纵横相交，排排路灯、行行绿

化树互相映衬，路两侧居民小楼别具一格，垃圾箱、

垃圾车、下水道样样齐全，并有专职环卫队伍。这

哪像农村，俨然是一座小城镇。村党支部书记郑广

西告诉记者：“村容村貌的改造和硬化、美化、绿化、

亮化，没向上级要钱，没给群众增负担，全靠村‘两

委’干事创业干出来的。”

在2000年前，后寨村村内没有正规街道，更没

有柏油路，污水横流，垃圾遍地。2000年，村“两

委”商定，要把村内的道路全部修成柏油路，规划预

算需要资金100多万元，这可是天文数字。村“两

委”决定在土地上做文章，经村党支部提议，村“两

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大会决议，干部群众

一致同意在土地延包中，全村每人提留一分地，由

各村民组具体向外承包，收取承包费，集资修路。

当年全村提留土地300多亩，由各村民组公开竞拍

向外承包，承包期4年，一次性获得承包费50多万

元；2005年，各村民组又延长承包期限，获得资金

60万元。靠自己土地的承包费，后寨村17条长8.5

公里道路全部硬化。

村“两委”从提留土地承包集资修路中得到启

示，创造性工作能解决疑难问题，能造福村民，但是

村里要兴办的公共福利事业太多，比如修下水道、

安装路灯、绿化、保洁等，光靠提留土地的承包费，

远远是杯水车薪。从2004年以来，村“两委”又把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与填坑造地结合起来，在责任田

内开挖排水沟渠，挖出的土回填村内的坑，既造耕

地又改善村容村貌。村里共填坑造地40多亩，除

30亩划为宅基地外，10亩承包给农户，用收取的

10多万元承包费新建入村桥梁两座，安装路灯上

百盏，栽植绿化树2000多棵，修建下水道2600多

米。2009年，该村又开挖排水沟4条，动土1万多

立方米，将村内一个8亩大坑填平，用其承包款投

资30万元修建了村文化大院。

如今，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后寨

村新村建设的积极性高涨，全村已建两层楼房

560幢，住楼房农户占总农户的80%以上。村里

还引导农民积极修建沼气池，4年共建沼气池200

多座，加上一池多用，沼气普及率已达到90%。全

村达到了硬化、绿化、净化、美化四位一体。

后寨村与全镇其他村一样，无矿

山，少资源，是靠土地穿衣吃饭的平原

农业村。但是，在“美丽乡村”建设中，

其他村办不到的事，后寨村办到了，办

好了，而且不给上级添麻烦，不给群众

增负担。后寨村80%的农户住楼房，村

内道路四通八达，配套设施齐全，实现

了硬化、绿化、美化、亮化，村容村貌成

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毛主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

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后寨村

的美丽嬗变，就是干部起的决定因

素。该村干部思想解放，改革创新，有

条件要办，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办。这个村利用土地流转承包办法积

累资金，利用挖沟修渠的土置换资金，

兴办集体公共事业，“土办法”解决了

大问题，克服了“美丽乡村”建设、管理

缺资金、少人员、没设施等诸多困难，

使“美丽乡村”建设始终走在全省、全

市前列。我们许多的乡村干部，应该

好好学习后寨村干部的开放思想，借

鉴引进实际有效经验，扎实有效整体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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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思变 创新实干
□西华县西夏镇党委书记 朱中华

点评▶▶

西华县
后寨村 楼房林立路畅通

初霜冻来袭 特色农业保暖要跟上

工作效能低下
临颍三单位被问责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彭世繁

深入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

6版种草发财，你干吗？

6版养牛有啥优惠政策？

今日导读

家庭农场主的困惑与期盼 2版
商水县化河乡

郸城县的田克俊向祥符区杨寨新型社区的开发商要个说法

后寨村整洁畅通的村道后寨村整洁畅通的村道。。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3版赵安金千里捐书情系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