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党申）

“大家快去看，咱村打的井碰到地下泉了，泉

水一直往上冒，水哗哗往上流。”4月12日上

午，耿新立的一声吆喝，引来了不少村民到

树林打井现场看稀罕。“再也不用为吃水难

而发愁了。”大家脸上露出了笑容。

耿新立今年48岁，是汝州市夏店镇夏

东村第五村民组组长。耿新立说，他们组在

汝州市西北名山柏崖山下千年古刹普照寺

旁，村民沿寺沟居住生活，是20世纪70年

代从夏东村搬迁到这里的新村，俗称寺沟

村，现有村民46户230人。

寺沟村建村时，普照寺前一眼清澈的山

泉是村民饮水的主要水源。近年来，由于地

下水位下降，从泉眼引到村头的自来水水量

大减，只能按每人8分钟限时接水，已无法

满足村民生产生活需要。尤其是去年夏天

以来，普照寺山泉接近干涸，寺沟村村民不

得不到外村拉水喝。虽然夏店镇政府组织

了送水活动，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饮水

困难。

群众利益无小事，为解决寺沟村村民饮

水难的问题，夏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鲁永杰从去年夏天开始，自掏腰包，联系

汝州市水利专家到寺沟村勘探水源。鉴于

村集体经济困难，鲁永杰又拿出3万多元

钱，与打井队签订了为寺沟村打井的协议。

打井队负责人说，经过勘探，井址选在

了普照寺泉眼下方，经过5天紧张施工，已

钻进135米，泉水开始顺着井壁往外涌出，

经测算，每小时出水量可达到10立方米，能

从根本上解决寺沟村村民饮水难问题。

鲁永杰说：“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通过目前开展的党史学习

教育，我更深地领悟了党的宗旨和使命，更

加明白了自己肩上的重任，我要发挥‘领头

雁’作用，身体力行，维护群众的利益，带领

夏东村早日走上乡村振兴之路，让夏东村群

众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满。”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芮
许凯）4月10日，汝州市蟒川镇栖凤

水岸民宿生态园举行开园仪式。汝

州市委副书记陈淑雅、二级巡视员陈

国重、汝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沧

海、汝州市副市长张平怀出席开园仪

式。汝州市政协副主席张耀峰主持

仪式。汝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企

业家代表，乡村振兴重点村干部等参

加活动。

该项目负责人吉向民在开园仪

式上介绍了栖凤水岸基本情况。蟒

川镇党委书记平向阳在致辞中表示，

镇党委、政府将全力以赴做好运营项

目的服务，加快在建项目进度，为汝

州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增光添彩，贡献力量。

张平怀在讲话中希望栖凤水岸

要不断完善服务设施，提升服务质

量，把项目打造成汝州市乡村民宿的

明珠，蟒川镇要充分挖掘资源的优

势，打造更多适宜全域旅游的乡村民

宿，推动美丽乡村建设，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

据了解，该项目由河南玉凤山生

态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分三

期建设，投资总额8000万元。全部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住宿餐饮、休

闲娱乐、郊游垂钓、健康养生于一体

的民宿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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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近日，养羊这个话题，在庙湾村引起了热

议。尤其是上周组织村“两委”干部去山东滨

州、东营考察养羊项目归来，去考察的村干部

们，走到哪都是乡亲们追问的焦点：“羊多不

多 ？ 他 们 怎 么 养 的 ？ 咱 村 啥 时 候 上 项

目？……”

这是我带领村干部们，第二次赴省外考察

涉农集体经济项目，也是收获颇丰的一次。因

为，山东省滨州市利津县盐窝镇的养殖规模与

养殖模式，刷新了我对规模化养羊的认知。

车子进入盐窝镇，空气中就弥漫着绵羊的

味道，很多干道两侧，养羊的配套产品销售比

比皆是，有销售花生秧、酒糟、豆粕等喂养产品

的，有销售搅拌、投料以及饲料加工设备的等。

盐窝镇前邢庄村一带是养殖中心区，举目四

望，道路两侧全是羊舍，很是破旧简单。前邢

庄村有110户人家，106户都养羊，很多家庭

都有5000~10000只羊。1圈羊分为10栏、

1000只左右，圈舍用最简单的水泥柱做框架、

毛竹搭顶、油毡覆盖，圈舍内地面是原生态地

面，没有硬化或架高处理；投食槽、饮水槽更简

单——陶制下水道一劈两半连接而成！饲料

仓库多是石棉瓦搭建，偶尔几家用彩钢瓦，便

是最好的了。

盐窝镇养羊领军企业——普瑞牧（东营）

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豹说，他养羊20多

年，经历了行业发展的每一段历程，近年来羊

肉市场比较稳定并逐步上扬的核心原因在于

中国牛羊肉需求不断提升、供应缺口巨大，尤

其是这一波非洲猪瘟冲击肉制品市场，刺激了

牛羊肉需求爆发式增长。

李玉豹有两个养羊场，累计不到5000只，

只用3个工人，他目前主要生产辅助配方养羊

专用饲料，年产能16万吨。这些健康绿色辅助

饲料主要是提高羊的营养，在山东、河南等大

养殖区市场占比超过50%。这里的政府也非

常支持，养殖户扶持贷款50万~300万元，政府

贴息40%，也有百分百贴息的，政府投资的羊

年出栏30万只养殖区已经投入使用，仅盐窝镇

羊年出栏量就接近300万只。

盐窝镇的养羊模式，我也曾在汝州市小屯

镇山王村、郭庄村等地看到过，简易养殖棚，光

照通风好，羊群自由奔放，个个膘肥体壮。这

些村主要做肉羊育肥，从东北、内蒙等地购买

40斤左右小羊，进圈饲养，自己进行疫情防控、

草料调配，不添加任何激素饲料，以酒糟、花生

秧、玉米和辅助饲料为主，四个半月左右出栏，

每只羊的利润高达600元左右。

汝州市养羊大户、山王村王健勋介绍，羊

是草料家畜，相比于集中养猪，要干净得多，

只要有足够的活动空间，通风、光照好，疫情

防控与草料调配得当，病死率极低，而且政府

有强制防疫和保险补贴，养殖风险要小很多；

传统的家庭养殖模式已不合时宜，要进行科

学养殖和规模养殖，在拌料、投料等环节提高

机械化率，减少人工投入，既可以节省成本，

又可以降低人畜共患疫情传播风险，更重要

的是提高规模效益。王健勋说，他养了2圈

羊，就用了一个半人工，累计月工资投入

7000多元，人工成本极低，每只羊平均毛收

益率在25%左右。

相比于盐窝镇沿海平原区域，我们庙湾

村属于浅山丘陵，沟坡纵横，山坡地多，土壤贫

瘠，更适合畜牧业发展，庙湾村也是豆粕、酒糟、

花生秧、玉米等主原料产区，成本更低，人工成

本也不高。山坡上设计圈舍，通风光照好，远

离水源地和居民区，可以利用地形地貌进行区

域封闭式管理，更重要的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和

经济效益，培育和发展村集体企业。

3月底以来，村里的夏香菇已经上市，半月

以来综合销售收入10多万元，尤其是近日天气

晴好，香菇品相更好、市场价格更高，棚均收益

不断提升，整体项目进入良性循环。因而，借

鉴领先企业积累的经验，充分利用区域资源发

展养羊项目，也是势在必行，养羊是一篇大文

章，羊肉炖香菇也是一道好菜。

4月13日下午，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

织一辆公交车、三辆轿车载着40多户养殖户与

村干部，去小屯镇考察养羊项目，晚上归来时，

乡亲们已经跃跃欲试了……

村支书鲁永杰出资为村民打井

为进一步扩大民生监督大数据平台影

响力，提高群众知晓率，4月6日，汝州市残

联召开民生监督大数据平台集中宣传月活

动专题会议。

会议要求全员了解民生监督大数据平

台的意义，掌握功能和操作流程，加大宣传

力度，提高残疾人对民生监督大数据平台的

认可度和参与度，实现以公开促公正，以透

明保廉洁，有效遏制基层“微腐败”，切实维

护残疾人利益。（张亚楠）

全国戏迷擂台赛汝州赛区开赛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任

景法）4月12日，阳光和煦，汝州城市

中央公园云禅湖热闹非凡，经过两天

比赛，全国戏迷擂台赛汝州赛区第二

场、第三场复赛，在此举行最后一场

比赛。

为确保比赛高品质与公正性，

组委会特邀国家一级演员、曲剧十

大名旦耿荣梅，任宏恩亲授弟子刘

海功，有“金板胡”之称的王金良担

任评委。

据介绍，参加两轮复赛的选手

都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参赛曲

目种类丰富、流派纷呈，比赛现场

掌声不断，观众们表示，虽然都是

普通戏迷在唱，但唱得都很好，很

有专业范儿，唱到了老百姓的心坎

里。

4月13日，比赛圆满落幕。该活

动是根据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寻找

村宝·家乡因你更精彩”，河南省“同

绘村画·擂动村戏”暨文化合作社建

设工作总体部署，由河南广播电视台

梨园频道梨园专区、汝州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主办，人民艺术全媒体中

心、汝州市群众艺术馆、汝州市文化

合作社、汝州市文化艺术学校、汝州

曲剧传习所承办，汝行集团云禅湖商

业综合体协办。

新闻 1+1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

任景法）记者 4月 13 日从汝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日前，由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2020

年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活

动评选揭晓，汝州市群艺馆获最佳

组织奖单位荣誉。申凤珍、赵永

红、赵阳、姚秋霞分别获得2020年

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

寻找村宝活动“百家村宝”荣誉称

号。

另悉，汝州群艺馆创作并选送

的作品《汝州村宝放异彩》，在河

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齐秀村

艺术比赛中，荣获“10大最出彩村

艺”称号。

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评选揭晓

汝州市揽获多个大奖

简 讯 三 则

严防在线监测数据违规汝州市环保局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杭
高博）4月13日，汝州市环保局环境

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中岳科

技制釉有限公司、恒生科技有限公司

等企业，专项检查污染源自动监控设

施运行情况。

检查人员首先来到企业污染源

自动监控基站，详细查阅企业自动

监控设备运行数据，以及所使用的

标气等器材是否符合规范，根据企

业工况比对监测数据是否符合逻

辑。随后又到污染源采样平台，对

采样探头是否堵塞、烟尘仪运行是

否正常、数据上下是否一致等情况

进行检查。

为深入排查企业有无环境监

测数据违规问题，保障生态环境

部门获取的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

数据真实准确，自 3月中旬开始，

汝州市环保局进一步加大了对企

业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检查力

度，先后对环宇建材、坤盛建材、陶

晟科技等 30 余家企业进行了检

查。

通过对企业固定污染源自动监

控设施、设备运行及维护情况进行

检查，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保主体

责任，确保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及

相关监测设备正常规范运行，监测

数据稳定有效传输。

公益小积分 激发大热情汝州市夏店镇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平
党申）“前几天我用积分换了两袋金

龙鱼大米、一桶调和油、一提挂面、调

味品，没有花一分钱，参加公益劳动

真不赖。”4月13日上午，汝州市夏店

镇陈庄村游园，79岁的脱贫户陈宗

保在清理环境卫生时这样说道。

针对帮扶过程中个别群众存在

“等靠要”思想，2018年6月，陈庄村

开始筹建村爱心超市，通过上级财政

和帮扶企业提供货架和商品百余种，

让脱贫户和其他群众通过参加集体

公益劳动和乡风文明建设获取相应

积分，兑换生活所需商品，多劳多

得。所有物品以低于市场价的标准

折算成相应分数，存入爱心卡，持卡

人可在爱心超市兑换同等价值的物

品。

据统计，陈庄村2020年共评定

积分 9865 分，兑换爱心积分 9626

分，发放爱心物品268件，有96户群

众享受到了积分卡兑换商品的爱心

服务，调动了群众积极参加村公益劳

动和移风易俗文明新风建设的积极

性。

“通过劳动积分换物品，群众主

动搞好家庭环境卫生的积极性提高

了，村容村貌、邻里关系、孝老爱亲

氛围得到了改善。”陈庄村驻村第一

书记程卡鼎说，爱心超市不仅让大

家通过劳动间接增加收入，也带动

了全村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一

举多得。

栖凤水岸民宿生态园开园汝州市蟒川镇

4月8日上午，宝丰县科协一行5人来汝

州市观摩创意智造大赛工作，并就创意智造

大赛前期筹备、评委培训、组织实施、比赛项

目设置等，与汝州市科协进行交流探讨。

宝丰县科协一行参观了青瓷博物馆科普

教育基地、汝州第五中学创客空间、城北学校

校园科技馆，了解汝州市在创客空间、校园科

技馆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马延芳）

4月12日，汝州市司法局临汝镇司

法所在该镇信访接待室、党群综合服务中

心开展普法宣传活动。这是该所开展的

第6次爱民实践活动。此前，杨楼司法所

开展了送法进街区普法活动，宣传《宪法》

《劳动法》《民法典》《校园安全知识》《校园

防欺凌》《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等与群众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发放《民法典》

《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农村常用法律问题

相关宣传材料500余份，并解答了群众有

关赠予、继承、确认劳动关系等法律问

题。（许艳芳范宇文穆振川）

宝丰县科协来汝观摩交流创意智造大赛

汝州市残联安排民生监督大数据平台宣传工作

汝州市司法局
送法进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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