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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颜值”走向“有气质”
武陟县西陶镇党员带头提升治理水平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李卫华 律宇峰

鲁山“三林”经济增绿生“金”

渑池

柿子变“饼”
身价猛增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师红
军）10月23日，在鲁山县五里岭特色经济

林长廊，种植大户王玉苹指着软籽石榴园

说：“这新品种石榴甜度高，口感好，销路

也好，不用出园就销售一空。过去这片荒

岭地薄石头多，只长荒草不产粮，一亩地

每年租金八毛钱。如今还是这地，种出的

水果特别好吃，流转费用每亩一年至少

1300元。”

五里岭酥梨产业党支部书记李占国

介绍，经过多年的发展，这道近十公里长

的山岭如今种植梨、杏、桃、石榴等多种水

果已达5.6万亩，覆盖董周、库区、瓦屋等

乡镇38个行政村，年产值达1.3亿元，不

少群众靠种植水果致富。

董周乡乡长李志豪介绍，如今这道岭

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成了群众增收致

富的“绿色银行”。

五里岭的蝶变，是鲁山县发展生态

林，林果产业，林下种植、养殖业等“三林”

经济，实现兴林富民、绿色惠民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鲁山县采取人工造林、封山

育林等方式，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国土绿

化工作，使道路、荒山绿起来、美起来，初

步形成了以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公

路、主要河流等长达500公里的绿色通道

景观。打造了50万亩的山区生态森林

“氧吧”、30余万亩的丘陵“经济林群”，有

林地面积 21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55.2%，森林蓄积量达525万立方米。

该县通过发展林果业，实现了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该

县经济林总面积达36万余亩，林果产品

年产量达9000万公斤以上，年产值达3

亿多元，带动1.5万名群众增收致富。团

城乡因地制宜发展板栗种植，面积达3.2

万余亩，4000余种植户创收580万元，人

均增收560元；库区乡积极实施“公司+农

户+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流转土地

3000多亩发展蓝莓种植，年产值达1000

余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河南省“第一大

蓝莓生产基地”；河南佳尚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投资4500万元在辛集乡高村等

坡岭上示范种植突尼斯石榴2300亩，安

排100名以上贫困群众务工，年用工投入

300多万元；下汤镇万亩桃园从事桃树种

植的农户达100多家，发展包括春蕾、艳

红、大九宝等优质品种，年产值达4000余

万元。

树上“摘金”，林下“刨银”。鲁山县把

林下经济作为林业增收的助推器，采取

“大户牵头，股份合作”的形式，立体开发

林下经济，形成了以林为主，林下间作模

式，使昔日的绿色森林日渐成为群众致

富的“绿色银行”。目前，四棵树、下汤、

赵村等乡镇依托 5万亩柞坡发展养蚕

业，年产值达1365万元，从事养蚕农户

548户 780人，人均收入 17500元。让

河、仓头、观音寺等乡镇的林下中药材种

植面积1万多亩，年产值2000多万元。

下汤、张良、董周、四棵树等乡镇以林下养

鸡、养鹅、养野猪等为主，发展林下养殖4

万亩，鸡、鹅、猪等存栏100万只（头），年

产值1亿多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0日电 国务院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王程30日说，从11月15日到2020年春节

前，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将在全国组织开

展，攻坚行动的执法范围包括招用农民工较多

的工程建筑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等。

王程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在即将开

展的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中，各地将指导

用人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力争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并组成执法检查组，对用人单

位工资支付情况集中排查整治，清理化解历

史欠薪陈案，坚决防止新欠。对查实的违法

行为，做到“两个清零”，即2019年10月底以

前发生的欠薪案件，要在2019年底前全部清

零，其他新增欠薪案件，在2020年春节前及

时、动态清零，发生一起处置一起。

“俺村的电缆年头里被挖断了，地里

头没电半年多了，找谁说都是推来推去找

不着人，浇地都浇不成，巡察组来村里后，

我们一给他们反映，没几天电缆就修好了，

你别说，巡察组还真能管事！”10月9日，

“三秋”已接近尾声，而在漯河市临颍县陈

庄乡二甲王村，仍在自家地头忙乎的村民

王水龙提及这件事禁不住竖起大拇指。

事实上，今年以来，像二甲王村这样

关乎农村基层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通过

巡察第一时间得以解决的案例已数不胜

数。在全省“林州会议”召开之后，漯河市

委迅速行动，强力推进村（社区）党组织巡

察工作，工作成效在全省较为领先，为全

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村（社区）巡察发现的问题，要以对

党忠诚的高度自觉，不折不扣整改落实，纠

正政治偏差，维护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各项

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基层，惠及群众，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筑牢

党的执政根基。”漯河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

组常务副组长、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杨

骁为村（社区）巡察定下主基调。

有的放矢推动村级党组织巡
察全覆盖

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党组织建到哪

里，巡视巡察就跟进到哪里”的指示贯彻

到位，把“林州会议”精神落实到位，漯河

市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由市委巡察办

牵头，在广泛征求市委巡察组、市委巡察

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各县区党委意见

的基础上，经反复会商讨论，形成了《漯河

市市县巡察向村居延伸工作实施方案（试

行）》，明确提出县区党委一届任期内实现

村（社区）党组织巡察全覆盖的工作目标。

总体目标确定后，漯河市制定了

2019年度巡察村（社区）工作计划，明确

具体工作任务、巡察方式方法和有关要

求，确定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至3轮

巡察村（社区）党组织工作，年内实现对所

有贫困村巡察全覆盖。

在去年市级巡察组对5个乡镇村（社

区）党组织开展全覆盖、异地交叉巡察的

基础上，今年又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2

轮村（社区）党组织巡察和2轮市委提级

巡察工作。目前，全市1340个村（社区）

已巡察690个，占比51.49%，超过全省平

均覆盖率 11.4 个百分点，位居全省前

列。通过提级和交叉巡察，下沉工作力

量，延伸监督触角，打通了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创新方法实现村级党组织高
质量巡察

记者了解到，漯河市村（社区）党组织

巡察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重点检查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三农”工作等任务落实情况，基层党

组织作用发挥情况，涉黑涉恶及背后“保

护伞”及村级事务管理等问题，发现和推

动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在

确定巡察对象时，市委巡察办优先考虑贫

困村。今年7月份，在全省率先实现对所

辖169个贫困村巡察全覆盖。

▶下转第二版

漯河“提级”巡察村级党组织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通讯员李骏
鸣 宋祖恒）大红的石榴挂满枝头，街

道两旁月季花绽放，村口党建牌高高

竖立，街面水泥路干干净净……10月

30日，记者来到武陟县西陶镇北东陶

村，立刻被眼前的美景吸引。

在村党支部书记朱通占的引领

下，记者来到一处临街空院。朱通占

介绍说：“这是一个闲置的院子，通过

村党员干部平整，把村里的老‘古董’

大水缸、碾盘、门墩收集起来，合理摆

放，铺设石子弯道，既能废物利用，又

能对青年人起到教育作用。”

不远处正在施工的三层新房，采

用全框架结构。这家主人叫朱保才，今

年70岁，一家三代六口人，他说：“俺这

楼房是请省专家设计的，一卧一卫，水

电气全通。村里220户厕所都改三分

之一多了，俺这是一步到位。”

该镇陶村有个“护国寺”，全国只

有两个，现装扮一新，周围绿树、草

坪环绕，镇、村里已把这变成了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村里有五条大街，

有五个保洁员，每天八点上班，除草

清垃圾，群众如发现街面有垃圾未

清，可在村卫生微信群里投诉，在五

天一评比中有奖有罚。同时，实施

三重责任，每家门前实行三包，所有

村干部包街、组党员干部包户。村

党支部书记陶平均边走边介绍说：

“俺村已画85个宣传墙面，有党建、

孝敬、法治内容，全村 200户，已改

厕60多户。”

农民渴望幸福美满新生活的暖

流在乡村激情涌动，该镇正在从“有

颜值”走向“有气质”。去年以来，共

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了世纪大道、

迎宾路、党建公园，管网路灯一次到

位。今年初，镇主要领导把重心放在

了改善群众人居环境中。在强镇富

民中，让农民享受健康品质新生活。

“只要谋利群众的事，党员干部就

得带头去干，只要群众关切的事，我们

就得干好，为官一任，初心就是为民服

大务、谋大利、造大福。”西陶镇党委书

记冯会民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
强 肖喜锋）连日来，上蔡县以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村庄清洁秋冬战役集中

整治行动为抓手，掀起整治农村环境

卫生的热潮，打造一道道整洁、畅通、

美观、宜居的“乡村秋景”。

华陂镇等乡镇在“整、建、管、领”

四个方面下足功夫做活文章，在“整”

上下功夫，以集镇为亮点，以行政村

为重点，突出治理乱搭乱建、白色垃

圾、建筑垃圾等。在“建”上做文章，

加快村庄道路、水利设施、空心房整

治、电网升级等工作。在“管”上见成

效，严格按照“4+2”工作法规范运作

严格监管，确保专项资金用在“刀刃”

上，成立环卫办公室，配备专业车辆，

保障整治工作软件硬件同步提升，建

立保洁达标、垃圾收集等制度。在

“领”上提档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为载体，开展美丽庭院、星级文

明户、道德模范等创建表彰系列活

动，开展“接父母回家”“快乐星期天”

等志智双扶系列活动，唱响时代主旋

律，弘扬社会新风尚，促使广大群众

养成讲文明、树新风、护环境的良好

习惯，推动乡村治理由表及里、表里

如一。

百尺乡等乡镇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总体要求，围绕“三无一规范一

眼净”目标，全力推进乡村治理工

作。片区交叉，观摩评比，每周召开

环境整治现场观摩评比会，按照评比

要求，逐项察看每个观摩点整治情

况。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通过打造

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靠点带线，连

片成面，充分发挥示范带动效应，现

在全乡各村都在争先恐后推进工

作。干群同心，共创美好，全乡党员

干部都积极对村内外垃圾、杂草进行

清理清运，不少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

治行动，共同打造美好家园。

10月 28日，渑池县段村

乡四龙庙村村民王石山在晾晒

牛心柿饼。段村乡牛心柿种植

面积达2万多亩，年产量50余

万公斤。果农们销售鲜柿的同

时，将柿子加工成柿饼，每公斤

售价50余元，大大提高了柿子

的附加值。牛心柿树已成为当

地群众脱贫致富的“摇钱

树”。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

员 王一博 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董豪杰 实习生

赵明星 通讯员吴亚格）10月30日至31

日，第二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

洛阳市召开。本届论坛以“引领·聚焦·融
合”为主题，邀请管理者、专家、机构和农民

代表等1400余人，共谋农民教育培训创新

发展之举，共商农民教育培训提质增效之

策。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中央农业广播电

视学校校长张桃林出席论坛并讲话。省委

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参加论坛。

张桃林指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基础，坚定不移培养一支高素质农民队伍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产业形

态、农村社会、农业从业者的新变化，对农

民素质提出新要求，农民教育培训也迎来

新使命、新挑战、新任务。农民是农业的主

体、农村的主人、“三农”的根本，促进教育

培训提质增效是培养高素质农民的根本途

径，加快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既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更是广大农民群

众实现自我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渴望。

张桃林强调，要准确把握高素质农民

培养目标思路，以服务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品牌强农，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

向，以满足农民需求为核心，加快形成与产

业需求相适应、与农村发展相协调，具有较

强示范带动作用的高素质农民队伍；准确

把握新阶段教育培训重点任务，着力提升

教育培训质量，创新完善工作机制，夯实巩

固基础支撑。要集众智、汇众力，努力开创

高素质农民培养新局面，凝聚多方面资源

力量做好这篇大文章，形成部门联动合力，

拓宽工作平台载体，强化理论研究支撑。

本届论坛以农民为主体，设置一个主

论坛、三个专题活动和四项同期活动。举

办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十大宣介”活

动；邀请政府部门、教育培训机构、农业企

业等与农民交流互动，研讨提升农民教育

培训质量效果；实地观摩农民田间学校，

展现线上线下媒体手段融合，高素质农民

带动小农户、贫困户发展成果。

论坛期间，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和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组织编写的

《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和

《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指数》发

布。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年龄相对年

轻，是高素质农民队伍的典型特征。数据

显示，2018年高素质农民的农业经营纯

收入达到3.13万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2.16倍；62.03%的高素质农民

为规模农业经营户，36.14%的土地经营

规模在100亩以上。

第二届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发展论坛在洛阳召开

共谋农民教育培训创新发展之举

10月30日，光山县十里镇杨湾村刘保华油条挂面作坊里村民正在制作晾晒传统手

工油条挂面。近年来，该作坊帮助当地群众发展手工油条挂面加工制作，培育创业平台，

使当地的手工油条挂面成为远近闻名的“光山十宝”食品。如今，刘保华油条挂面作坊实

行统一工序、统一包装、统一商标，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全国各地。并吸纳村里65名村民

在家门口就业，带动周围37户农户通过制作、销售传统手工油条挂面，户均年增收5万多

元。谢万柏摄

我国打击恶意欠薪犯罪
让农民工不再“忧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