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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培育文明乡风 推进乡村振兴

辉县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在村民脱贫

致富后，开展了以“认领制”为抓手的文

明创建活动。几年来，全村351户中，

99%农户成为“文明家庭”。

南李庄村大力倡导以家训带家风、

以家风树村风、以村风扬民风，开展了

一系列文明创建活动，于2015年荣获

“全国文明村”称号。随着村民文明素

养的提高，每年的好媳妇、好婆婆、文明

家庭评选时，因为名额有限，村“两委”

干部都左右为难。南李庄村的文明家

庭“认领制”由此而生，评选名额不再受

限制。

“要确保文明家庭‘认领制’不‘掺

水’，南李庄村有一套严格的动态管理制

度。‘文明家庭’年初挂牌、年底验收的做

法对群众的文明行为产生了极大的约束

作用。过去的文明创建活动只奖励不惩

罚，而南李庄的‘认领制’不仅有奖励，而

且会对不符合《文明行为公约》的家庭实

行摘牌、警告等惩罚措施。”3月13日，南

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范海涛说。

3月13日，在舞钢市八台镇石桥杨

村，每家每户的大门悬挂着家风家训牌让

人耳目一新。

石桥杨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民介绍，之

前，村子里邻里不和、不孝敬老人等现象

时有发生，脱贫攻坚之初村里也曾出现过

个别村民争当贫困户、坐等救助等不文明

现象。为改变这种风气，该村“两委”结合

实际，总结全村各家各户的家风家训，以

“传承好家训、建设好家风”为主题，在全

村开展“传承优良家风、弘扬文明新风”活

动。

该村发动全村村民根据自家实际，搜

集家庭典型事例，总结自己的家风家训内

容。镇党委、镇政府和村“两委”负责对村

民总结出来的家风家训进行语言提炼，并

统一制作成醒目的牌匾固定在各家大门

口，提醒各家各户时刻按照家训规范言行。

家风家训牌挂起来后，村里吵架的少

了，宽容的多了，全村文明之风逐渐浓厚

起来，还涌现出了孝顺媳妇杨晓云等十多

位文明之星，整个村有了新气象、新面貌。

3月8日，荥阳市京城路街道狼窝刘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举行“三八节拔河比赛”。该村在棚户区改造后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村

民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为了让村民居有所乐，更广泛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该村高标准建设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各类喜闻乐见

的文体活动，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本报记者冯刘克通讯员蒋士勋郑鸿斌摄

舞钢市石桥杨村
家风家训 亮在自家大门口

辉县市南李庄村
文明家庭 不靠评选靠认领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让人振奋，给了

我们莫大的工作动力。”3月13日，汤阴县韩

庄镇党委书记臧华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将加强“五风”建设，严党风、抓政风、淳

民风、正村风、美家风，推进乡村振兴。

“五风”建设是汤阴县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载体。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韩庄

镇以“五风”建设为主线，在各村开展星级

评定，评选出党员先锋星、孝老爱亲星、邻

里和睦星、文明村民星、遵纪守法星、勤劳

致富星、诚实守信星、道德新风星、热心公

益星、环境卫生星，进而评选出十大星级

文明户。此后，镇政府通过公开投票和网

络投票等形式，选举产生“感动韩庄人物”

10人，并进行隆重表彰。由下而上，逐级

评选出先进典型，讲好最美故事，带动身

边人从小事做起，实现农民群众自我教

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

臧华伟说，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是党委

政府的一项中心工作，传家训，定家规，选

好人，树标兵，既提高了群众文化素质和

水平，也激发了群众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的内在动力。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牛明远董颜丽

汤阴县韩庄镇

加强五风建设
激发内在动力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瑜石佳鑫

□本报记者马丙宇见习记者刘亚鑫

3月12日，正值小麦起身期，在浚县

30万亩粮油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内，

绿油油的麦苗长势喜人，被白色栅栏围起

的农田信息监视系统引人注目。

在二十公里外的鹤壁市农业气象试

验站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王福州轻点鼠

标，示范区的麦田随即显示在屏幕中，当

地的实时风级、湿度、墒情等参数也不断

更新。

鹤壁市耕地面积虽然较少，却是我省

粮食稳产高产的重要基地。2012年以

来，鹤壁市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

的深度融合，先后创造了25项全国高产

纪录，粮食高产创建处于全省、全国领先

水平。

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表示，

鹤壁将持续抓好全国粮油绿色高质高效

示范市创建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既是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殷殷重托，更是对扎根于河南农业大

省发展、服务河南乡村振兴和保证国家

粮食安全的河南农发行寄予厚望。”3月

12日，农发行总行行长助理、农发行河南

省分行党委书记朱远洋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自2006年国家实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以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每年投放粮

食收购贷款都在300亿元以上，累计投

放托市收购小麦2000亿元以上，有力促

进了河南粮食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农发行河南省分

行不断改进服务，创新模式，破解市场性

粮食收购和乡村振兴融资难题，加大对

粮食产业发展的支持，着力扶持一批叫

得响、过得硬、有影响力的粮食产品品

牌。

朱远洋说：“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农业

政策性银行，我们要充分发挥农业政策

性金融作用，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构建全方位支农新格

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压舱石’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代表团审

议时的讲话，既给了我们很大鼓舞，也让

我们感到护航粮食安全是广大农机工作

者责无旁贷的政治责任。”3月12日，省

农机局局长凌中南说。

藏粮在技，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

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关键载体作用。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机拥有总量占全国

1/9，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水平达82.6%，小麦机播、机收水平均稳

定在98%以上，玉米机播率达到92%，机

械耕整地做到了应耕尽耕，助推河南粮

食生产迈上1300亿斤台阶。

稳粮在机，农业机械化在粮食生产

抗灾减灾中责无旁贷。在“龙口夺粮、

春争日、夏争时”等关键农时，我省充分

发挥农业机械抢农时、抗灾害、保丰收

的作用，对粮食安全起到支撑和保障作

用。

下一步，省农机局将扎实开展农机

化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开展农业机械化

薄弱环节技术提升行动，推进全程农业

机械化示范区发展，持续提升农业机械

化水平，坚决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政治责任。

□本报记者杨远高

□本报记者孙玮

农发行河南分行着力构建全方位支农新格局

粮食生产 不会差钱

省农机局着力提升农业机械化薄弱环节

藏粮在技 稳粮在机

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鹤壁市

融合人工智能
打造智慧农业
□本报记者郭戈左易和

提升粮食产能 保障粮食安全

3 月 11

日，在渑池县天

池镇陶村，群众

正在栽种大叶

女贞。今年以

来，该县大力实

施了国土绿化

和廊道绿化工

程。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一博摄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其势已成，其时

已至。”3月10日，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

政协副主席、民进河南省委主委张震宇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让农村环境‘留得住青山绿水，记

得住乡愁’关系到农民的切身福祉”“要

树牢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产、生活、生

态协调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

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就农村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

张震宇说，过去我国生态环境工作

多是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乡村。

2008年7月，国务院全国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视频会议的召开，为我国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拉开了序幕。作为农业大省，

河南要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具体工作要求，细化整治工作

方案，明确具体工作任务，推进工作责任

落实，强化工作保障措施，坚决打好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本报评论员

发展无穷期，改革无止境。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河南团审

议时强调，“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他明确指出，“要推动

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激活

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为

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和根本实践遵循，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指明了工

作重点和方法途径。

历史不仅写在了纸面上，也写在了中国广袤农村的沃野

上。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从土地开始。

农民对土地有着深沉的情感，农村改革对农民命运、对农村发

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稳定完善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放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限制到逐步深化

户籍制度改革，从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到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

度……改革像春风，唤醒了沉睡的土地，激活了农村，振兴了

农业，温暖了民心。深化改革是势不可挡的趋势，是至关重要

的战略举措，是中国农村发展进步的一大法宝。

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往往就会越多。随着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农产品消费需求正从“吃得饱”向“吃得

好、吃得安全、吃得营养健康”快速转变，如何把市场需求作为

“导航灯”，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产品？按照现行法规，农民

的房屋、土地虽然确权，但农民的房屋和土地经营权往往不能

抵押贷款，这些“沉睡的资产”该怎么激活？年轻人纷纷外出

务工，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加剧，“谁来种地”的问题该如何破

解？发展中的问题要通过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的成果也要

通过深化改革来巩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

问题，关键还是要激发改革精神。

“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情牵“三农”工作、心系农村改

革。他主持召开了40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和6次中央深改委会

议，其中至少有20次涉及农村改革议题，审议了至少27项涉

农改革方案，有力地推进了农村改革由蓄势聚能向全面发力

的深刻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有

着深厚的感情。2014年3月，总书记在兰考同乡、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进行座谈时指出，农村将要推进一系列改革，基层的同

志要根据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如何让改革措施落地。2014年5

月，他又一次视察指导河南工作，在绿浪滚滚的尉氏县张市镇

高标准粮田边，他指出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要统一起来，积极

稳妥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时代出考题，改革做答卷。“拿着流转的租金，挣着老板的工

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生活从未如此悠闲”，邓州市的“三权分

置”改革，实现了农民、村集体、农开公司、经营主体的四方共赢；

长垣县的“三块地”改革，让农民坐收土地增值收益分红；“好想

你”发挥品牌效应，一颗红枣衍生出700多个单品，成为中原特

色农业着力产业化、发力供给侧的缩影……我省农业转型升级、农村改革持续推进、

蹄疾步稳，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但要看到，对于人多地少、农业资源约束

日渐趋紧的河南来说，唯有赋予农村财富更多的权能，才能把权能转化为势能，激活

农民创业的一池春水，把乡村产业发展的“底火”烧得更旺。唯有通过进一步深化改

革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方能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

乡互动、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就要扭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牛鼻子”，加快

推进“四优四化”，把结构调优、链条拉长、质量提级，不断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推动“中国粮仓”向“国人厨房”“世界餐桌”嬗变。就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完善耕地、林地等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办法，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支持小农户和现

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

集中，人为“垒大户”，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赋予双层经

营体制新的内涵。就要打造一支乡村振兴的强大“主力军”，建设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干部队伍，培养对土地有感情、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在

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

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进者的身姿；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改革者的步

伐。把农村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就一定能激发农村发展活力，让阳光洒满希望的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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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孙高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