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03 责任编辑 王侠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李英 校对 刘晓丽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2017年12月 26 星期
第3390期
今日8版二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大河网：www.dahe.cn 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1 邮发代号：35-2丁酉年十一月初九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新闻热线0371—65795789
微
博

微
信

朱西村的蝶变邓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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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走进邓州市陶营乡朱西村，

平坦宽阔、洁净的村道两旁，香樟树稠密葱

绿，在初冬的早晨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错落

有致的楼房与新装的太阳能路灯交相辉映，

一幅环境幽雅、民风淳朴的美丽乡村画卷徐

徐展开。

防水胶鞋下岗了

记者沿着平坦整洁的道路来到村中央，

只见村民们正在挥动扫帚清扫、拿起铁锹堆

装、开动手扶清运，忙得不亦乐乎。该村党

支部书记朱清礼迎了过来：“我们村每周二

是卫生评比日，村民不约而至，你瞧，大家干

得多起劲……”

朱清礼说，近年来，朱西村在上级各部

门以及牧原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投入巨

大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去

年至今，已先后筹措资金500多万元，打造

一个中心游园，修建村内沥青路、水泥路30

多公里，还装了200多盏太阳能路灯。现在

出入朱西村，即使下雨也丝毫不受影响。

每次村里集中清扫，村民朱义江都会

来，他笑呵呵地说：“以前，一遇到大雨天，到

处是泥，穿上防水胶鞋才能出行。现在，小

孩子们根本都没见过胶鞋。村里改修了下

水道、硬化了路面、新修建了垃圾池，并且，

每隔一两户就放置一个垃圾桶，有专人定时

收集，乡村环境整洁美观。配上村周围新栽

的香樟树、广玉兰，赏心悦目。”

村干部威信提高了

“我2002年回的村，当时村‘两委’班子

不稳定，更换频率频繁。村内治安也比较混

乱，打架骂街现象严重。作为村支部书记，

必须带头从严要求，以身作则，公平公正，方

能带领班子实现面貌大改观。”朱清礼一边

领着记者在村里参观，一边介绍。

几年来，朱西村通过狠抓班子建设，增

强执行力、公信力、战斗力，村干部在群众中

的威信提高了，党员群众的支持率空前提

升。村“两委”班子强了，村务管理、财务管

理、社会治安等各项工作也得到了加强。

朱西村财务管理实行村账乡管，由乡财

政所设专户代管，财务审批、报账等工作由

专人负责管理，财务管理规范，制度健全。

重大财务活动和事务，如集体土地征用、变

卖、出租，“一事一议”筹资酬劳等，均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并进行张榜公布公示公

开。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村干部必须予以及

时解答，让群众满意。

该村老党员胡殿祥说，现在村里每晚都

有治安巡逻队，并配有对讲机，一旦有情况，

可以相互沟通。每家每户的电动车，放在门

口，根本不用担心丢掉。通过民意测评，老

百姓对班子的支持率达98%以上。

特色种植增收了

朱西村靠近引丹干渠，水利设施完善，

自流灌溉面积达90%以上。村内坑塘遍布，

蓄水能力强。特别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

水以来，可长年提供优质水源，有利于水产

作物的养殖、种植。

2013年，村里试种南瓜，销往北京、西

安、西宁、郑州等地，由于收入可观，随后成

立了南瓜种植专业合作社。至今，已形成

5000亩的南瓜种植规模。“4月份在麦地套

种，到8月20日左右收获，只要水和土肥跟

上，亩产5000斤没有问题。按市场平均价

格价6毛，每亩可有3000元的收入。光此项

全村可创收1500万元。对村域内以及周边

农户的增收致富带动效果明显。”村民刘朝

德自豪地说。

今年3月，该村与北京农科院合作，经过

调研论证，引进优质水稻品种先稻，利用牧

原公司提供的有机肥发展无公害（绿色、有

机）水稻，并在水田内养殖鱼、小龙虾、螃蟹

等，一期流转土地200亩，已试验成功。水

稻亩产2300斤，市场价每斤1.3元，亩收入

也在3000元左右。明年预计可有3000亩

的推广面积。

朱西村还积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他们以村集体积累投资为主，引进牧源

公司部分资金，村集体成员土地经营权入

股，实行村集体控股经营，领办农业合作社

形式，增加集体收入。同时，利用自身优势，

通过建立冷链物流，进行农产品初步加工，

提升农业附加值，逐步建立现代企业+村级

集体组织双重管理模式。

本报讯 （朱殿勇 屈芳 刘勰）12月25

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18年经

济工作，推动我省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谢伏瞻，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出席

会议并讲话。

省领导叶冬松、王炯、翁杰明、赵素萍、

李亚、孔昌生、许甘露、马懿、穆为民、刘春良

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

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省上下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

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聚

焦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综合实力大幅

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战略支撑更加坚

实，发展活力动力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状

况明显好转，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这些成绩

来之不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正确指导的结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上下

凝心聚力、团结拼搏的结果。5年来，我们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党中

央大政方针，坚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坚定不移打好“四张牌”，推进产业结构升

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镇

化，实现了居民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同步增

长，生态环境与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改善，社

会事业进步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自觉

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中推进，强化“三区一

群”国家战略规划平台统筹联动，充分发挥

综合叠加效应，河南在全国大局中的地位稳

步提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

力补短板、惠民生、增民利，努力实现经济与

社会发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坚持抓经济

建设与抓党的建设相结合，以全面从严治党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会议指出，2018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

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是开启新时代河南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一

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既要看到外部

环境、宏观政策、企业主体、市场活力等方面

的诸多有利条件，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坚定

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又要看到发展方式落

后、结构矛盾突出、增长动力不足、风险隐患

增多等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未雨绸缪、积

极应对，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做好明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

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

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持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方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着力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着

力提升“三区一群”建设水平，着力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新时代河南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迈出坚实

步伐。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

济工作，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要坚持把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重要原则，把握好

节奏和力度，统筹考虑稳与进、供与需、质

与量、长与短的统一，该稳的要稳住，该进

的要进取，推动河南经济尽快进入高质量

发展的轨道，巩固和发展良好态势。要把

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从促进经

济持续协调发展、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遵循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等方面深刻认识高

质量发展的必要性，把握高质量发展的科

学内涵，纠正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加快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引

导各地各部门朝着推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

不懈努力。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

线，▶下转第二版

12月24日，卢氏县

潘河乡潘河街群众在

剥核桃仁。卢氏核桃

2012年8月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认证。目

前，该县核桃种植面积

达23万亩，400万株，年

产干果 500 万公斤，发

展核桃种植产业已成

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的重要渠道。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聂金峰摄

本报讯 （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

章江丽邢博）12月23日，由国家质

检总局指导，中国质检报刊社主办

的 2017“质量之光”年度质量盛典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灵宝苹果经过

网络、微信投票等环节，登上2017

“质量之光”荣誉榜，被授予“年度魅

力品牌”荣誉称号。

灵宝市地处亚洲苹果最佳适

生区和西北黄土高原优质苹果产

业带，自1921年引进苹果栽植，已

有近百年历史。境内海拔高，矿物

质元素高，空气质量好，孕育了独

具特色的灵宝苹果，寺河山产区被

誉为“亚洲第一高山果园”。目前，

该市苹果面积达90万亩，年产量

14亿公斤，可为全国人民平均每人

提供一公斤苹果。灵宝苹果品牌

价值达183.4亿元，稳居全国县级

第一位。

灵宝苹果被授予“年度魅力品牌”

12月24日，孟津县朝阳镇举行“企业捐助脱贫奖励资金”捐款仪式，洛阳

机车车辆配件有限公司为北陈、游王两村贫困户捐赠10万元。此次捐款旨在

鼓励贫困户树立“劳动光荣、脱贫光荣”的思想，自力更生奔小康。 姚伟国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

永安)12月25日，记者从鲁山县了

解到，该县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民间

文艺家协会近日联合发出振兴中华

传统节日倡议书，倡导社会公众尤

其是广大文艺界人士传承民族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过好中国传统节

日，认同并支持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倡议书指出，“实施中国传统节

日振兴工程，丰富春节、元宵节、清

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节

日文化内涵”，坚决刹住“洋节”泛滥

侵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日的歪风

邪气。要积极保护、传承和宣传好

极具鲁山地域特色的文化节日，特

别是源起于鲁山、流传于华夏的七

夕节以及端午节、墨子文化节、汉字

节等，以弘扬民族智慧、守护我们的

精神家园。要坚持文化自信心，弘

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向身边的朋

友及亲人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做传统文化的践行者、传承者。要

理性思考，拒绝被动过“洋节”：理性

地看待西方节日，不盲目仿效、不跟

风、不媚外、不组织、不参与圣诞节

的聚会与狂欢。要通过各种形式进

行中华传统文化节日的系列宣传介

绍，向学生宣传不过“洋节”的理

由。倡导民族文化深入家庭，从我

做起，传承文明，过中国节。

鲁山县发出
振兴中华传统节日倡议书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孙海强）12月23日，2017“质量之

光”年度质量盛典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评选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榜样”，其中，国内10个城市获评

“2017年度魅力城市”称号，漯河市

榜上有名，这也是我省唯一获此殊

荣的城市。

去年，漯河市政府出台了《推动

三个转变建设质量强市的实施意

见》，将质量立市战略调整为质量强

市战略。随后，市委、市政府把质量

立市、质量强市作为经济社会全面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分别纳入

了“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建立健全了“目

标考核、定期分析、经费保障、政策

鼓励、联席会议”质量强市常态化工

作机制，将当初单纯的产品质量，不

断向工程、服务、民生、环境等多个

领域延伸，形成了从局部到整体、从

单一到全部的“大质量”工作格局。

漯河获誉“年度质量魅力城市”

本报讯 （记者赵川）12月 25

日，省政府移民办公室统计显示，今

年全省204万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1.1万元。

我省移民发展坚持产业为基、

典型带动，按照“一村一品”发展路

径，立足于精准、精细，实行“扶持资

金项目化、项目资产集体化、集体收

益全民化”帮扶模式，将各类扶持资

金打捆投向集体项目，培育壮大移

民村集体经济，移民分红增收，实现

了由生存型、“输血”型扶持向发展

型、“造血”型扶持转变。

针对4.1万贫困移民脱贫解困

问题，中央和我省今年投入避险解

困项目资金2.39亿元，并向贫困地

区贫困移民倾斜脱贫资金2.76亿

元，促进贫困移民稳定发展。

省移民办、财政厅、扶贫办、旅

游局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实施移

民企业上市、移民乡村旅游、金融扶

贫“移民贷”三项创新举措，全省已

有7家移民企业在四板挂牌，56个

试点移民村发展势头强劲，打造了

近30个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旅游

乡村；“移民贷”工作取得了明显成

效，全省已贷出各类资金4000余万

元。

本报讯（记者赵川）12月24日，记者从

省水利厅获悉，信阳出山店水库施工Ⅰ标土

坝段坝体宣告填筑完成，同原计划相比工期

提前207天。

出山店水库是国务院近期部署的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唯一一座在淮河

干流上修建的大(Ⅰ)型水库，将对淮河安澜

发挥重大作用，还具有灌溉、供水、发电等综

合效益。2015年8月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截至11月底，累计下达投资计划91.5

亿元，完成投资90.66亿元。土坝除导流明

渠段外已于11月5日全部填筑到设计高程，

比计划工期提前207天实现成功封顶，填筑

沙砾料及黏土心墙400万余m3、占比94%。

导流明渠工程已于11月23日成功截流，导

流明渠段土坝坝基已处理完毕并填筑至80

米高程，本月底前填筑至与左右岸齐平84米

高程后开始塑性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明年1

月底之前完成该段塑性混凝土防渗墙工程，

汛前填筑至坝顶设计高程。

□本报记者曹相飞通讯员李中贺王中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举行
谢伏瞻陈润儿讲话

卢氏

种核桃
带民富

信阳出山店水库土坝
提前207天封顶

今年全省204万移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1万元

习近平对“四好农村路”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5日电

标题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