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曹怡
然）4月29日，第十二届南

阳月季花会在南阳世界月

季大观园西园开幕，《花中

皇后南阳月季》邮票同日发

行。本届月季花会的主题

是“南阳月季香飘五洲”，即

日起至5月15日，将举办

“喜迎建党百年华诞乐赏南

阳月季芳容”大型灯光秀、

“月季花开大美南阳”盆栽精品月季展、

“魅力南阳新城区”摄影暨短视频大赛

等活动。

节会期间，将举办“花开南阳云赏

月季”——大型线上直播活动，采取“网

络直播+电视直播+广播直播+网络互

动”模式，展示开幕式、灯光秀、月季花

会演出及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缤纷月

季美景。4月29日、4月30日及整个5

月份的节假日、周五、周六、周日在南阳

世界月季大观园将举行空中威亚实景

表演秀、大马戏团、古风音乐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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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

乡村振兴促进法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建立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建立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
●●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严格规范村庄撤并，，
严禁违背农民意愿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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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
中献）“我们积极主动靠前服务，对辖

区内企业逐一走访，全力抓好项目推

进，为群众办实事，为企业解难题是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4月26日，

在邓州市构林镇金穗香面粉加工厂，该

镇党委书记郑小涛告诉记者。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邓州市以上率下扎实推

进，创新载体走心走深，以深学促实干，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全市党

员干部要从党史中汲取正反两方面历

史经验，树牢宗旨意识，不断增强打开

局面、撕开口子的爆发力和马上就干、

干就干成的执行力，以实际行动赢得人

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南阳市委常委、邓

州市委书记金浩说。

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基因。

“编外雷锋团”是中原大地传承雷锋精

神的一面鲜艳旗帜，自3月12日以来，

编外雷锋团展览馆预约参观的单位络

绎不绝，平均每天接待参观学习团体6

个、200余人次。杏山旅游管理区南水

北调引丹会战博物馆内，党员干部通过

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一座座雕塑，

切身感受“勇于担当、无私奉献、艰苦创

业、开拓创新、不怕牺牲”的“渠首精

神”。

创新方式方法，深入开展学习。

该市通过报告会、演讲比赛、知识竞赛

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该市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扩大）报告会邀请著名法

学专家郝铁川教授作专题报告，向隐

蔽战线前辈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该市市委组织部开展“党史天天

学人人讲党史”活动，每周两名同志围

绕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结合组织工

作，采取你讲我听、你讲我评的形式进

行授课。

做调研建台账，为群众办实事。

该市认真梳理“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

清单，努力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该

市纪委监委开展校园周边环境集中整

治、“访百企、办实事”营商环境集中

整治、巡察问题集中整治等“三项集

中整治”活动。该市公安局集中精干

力量侦破“3·01”星谷网咖影院等系

列侵犯著作权案件，刑事拘留31人，

现场查扣播放设备27台（套），服务器

2台，捣毁侵权公司2家，涉案影院40

家，冻结涉嫌非法盈利资金200余万

元，在省公安厅组织的全省食药环侦

部门办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技战法

交流会上做经验介绍。该市小杨营

镇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扎实开展

调研，把群众切实关心的事情、急迫

解决的问题按“短期、中期、长期”进

行分类，建立“红黄蓝”三色管理制

度。目前，该镇梳理出的20余条问题

清单，已解决16条。

□本报记者刘婷婷黄华
通讯员胡瑞琪

“干了半辈子农活，突然闲下来

了。”4月27日，正阳县熊寨镇岳伍村村

民曹海平一边指导着农机作业，一边指

着面前的田地笑哈哈地说，“现在做农

民更有尊严更有奔头，这还要感谢我们

的刘艳丽书记！”

“过去，因为村里太穷，小伙子在外

面谈女朋友都不愿把姑娘往回带。”熊

寨镇纪检书记周磊感叹地说，曾经，岳

伍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旮旯”，矛盾多、

上访不断、经济贫穷是村民生活的写

照。

如今的岳伍村因脱贫而变美：公路

户户通、崭新的健身设备、房前屋后栽

种数千棵景观树、公共路段安上路灯

……新的变化，让村民幸福感满满、干

劲十足。

转变开始于2018年，驻马店市政

协副主席、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为岳伍

村引进新地食品工业有限公司，鼓励大

家一起努力，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模式发展，让村民共享产业发展成

果。从此，岳伍村走上脱贫致富路。

阳春三月，走进岳伍村的小麦种植

基地，满目翠绿。引入新地公司，村民

既当工人又当股民……望着绿油油的

麦田，岳伍村新任村党支部书记蔡鹏辉

满心欢喜。

蔡鹏辉说，岳伍村共有村民2110

户，耕地7825亩。2019年与新地公司

合作后，将5400亩土地流转给了新地

公司，新地公司每年一亩地给村民660

元的流转费，解放了500多个年轻劳动

力可以外出务工，每人每年增收六七万

元不是问题。

曹海平难掩喜悦之情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家里18亩地都流转了，一年净

收入11880元，自己还在新地公司照看

仓库，每月固定工资3000元。

58岁的村民王建学也是其中的受

益者。帮新地公司管理土地每月2000

元，现在公司还采取了产量奖励制度，

每亩地产量超900斤，多出的斤数便有

一半归自己。

干瘪的腰包鼓了，精气神也要唤

醒。岳伍村连续举办了五届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累计对186户好婆媳、

卫生文明户等村民进行表彰，将传统美

德等融入村民生活。

如今的岳伍村，每个村民脸上都

洋溢着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记者离开

岳伍村时，正值雨后黄昏时分，风吹过

田野里的小麦，阵阵清香，一望无垠的

小麦随风摇摆，静静等待着成熟与收

获……

百名党员群众百名党员群众 心声向党说心声向党说

心声向党说
岳伍村党支部书记蔡鹏辉：作

为一名村支书，我要继续发挥党员带

头作用，引领大家动起来，努力给乡

亲们营造一个乡风文明、和谐宜居、

幸福的大家庭。

熊寨镇纪检书记周磊：2021年，

是我们党成立100周年，我们青年干

部要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在风雨中

前行，在浪潮中成长，胸怀理想、锐意

进取，用“优异的答卷”诠释对党的忠

诚。

岳伍村村民王建学：新地公司

在我们村流转土地，给我们村带来了

很多好处。群众不再管地，该打工打

工，该干啥干啥，我们的生活如芝麻

开花节节高。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4月28日，省政府

召开全省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电视电话

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安排部署全省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工

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

出，开展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具体行动，是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

切期望，是办实事、开新局的有效抓手。各地

各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开展农田水

利设施排查整改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武国定强调，要重点聚焦2011年以后实

施的农田灌溉设施，着力解决好井、泵、电的

问题，做到全面排查问题，分类整改提升，建

立长效管护机制。要加强组织领导，实行专

班推动，明确整改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

工作指导，从严从实整改，严格评估验收，高

质量完成排查整改任务，实现“设施管用、群

众满意，长期受益”的整改目标。

会议还对我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4月 28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济源市调研“五一”假期节日准

备、森林防火和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武国定先后深入河南联创化工有限公

司、五龙口景区、五龙口镇防火物资储备仓库

和宏安豪生酒店等地，认真检查企业、景区、

酒店等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详细了

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和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等

情况。

武国定强调，“五一”假期来临，这是疫情

平稳后的第一个小长假。假期期间，天气晴

好，预计客流将达到新的高峰，安全防范压力

持续加大。公安、交通、旅游等部门要以迎战

姿态，及早安排部署，提前做好疏导方案，加

强道路运输力量调度，加大交通安全监管执

法力度；景区、酒店等服务场所要做好员工安

全警示教育，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保障人

民群众平安过节。现在我们还处在防火紧要

期，节日期间外出踏青人员较多，要严格火源

管控，落实防灭火责任，切实做好森林防灭火

工作。危化、矿山等高风险企业要加强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分级分类

落实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保障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4月27日，由省农

业农村厅科技教育处和省农业科技发展中心

主办、省农科院科研处协办的农业转基因科

普进社区活动，在省农科院东家属院举办，吸

引了百余名居民参与。

据省农业科技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此次农业转基因科普进社区活动，就是为

了提高大众对转基因的认知水平，增强社区

居民参与科普活动的积极性。

活动现场，省农业科技发展中心崔鹏娟

博士现场讲解了农业转基因知识和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政策。围绕我国为什么发展转

基因技术、国际上如何评价农业转基因生物

的安全性、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程

序和内容、我国是怎样管理农业转基因生物

安全的和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谁说了算等问

题，专家面对面一一解答，让社区居民了解

转基因、认识转基因、理性对待转基因。

本报讯（记者张莹 见习记者杨平）4月

29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施行一年

来，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取得新的成

效，信用信息平台共享数据量全国第一。

据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文生介

绍，《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于2020年5月1日

正式施行。一年来，我省重点推进了信用信息

归集、信用监管、信用行业发展、信用环境建设

和信用主体权益保障等5个领域依法建设。

在增强信用基础支撑能力方面，全省信用

信息平台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持

续提升“信用+大数据”服务功能，“1+18+10”

一体化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体系基本形成。目

前，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已归集各类信用数据

突破50亿条，共享数据量位居全国第一。

根据省政府办公厅2021年“五一”放假的通知精神，本报“五一”假期期间不出

报，5月6日起恢复正常出版。祝广大劳动者节日快乐！ 本报编辑部
敬告
读者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4月29日，河南省

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

副厅长王朝军通报了今年一季度全省环境质

量状况和污染防治攻坚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1月至3月份，全省各地重污染天

气同比明显减少，全省17个省辖市及济源

示范区 PM10 平均浓度为 110 微克/立方

米，同比升高 10微克/立方米，上升 10%；

PM2.5平均浓度为70微克/立方米，同比降

低8微克/立方米，下降10.3%；优良天数比

例为57.5%，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水方

面，在第一季度全省17个省辖市及济源示

范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取水水质达标率为

100%，

“接下来，我省将全面加强农业农村污染

治理。”王朝军表示，在乡村振兴全面实施的

开局之年，我省推动农业面源污染监督指导，

积极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行动，开展

农业面源污染物调查监测，编制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优先治理区域清单，制定农业面源污

染防治绩效评估办法，为全省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工作探索经验。

邓州市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 为企业解难题

做农民有尊严有奔头

武国定在全省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电视电话会上强调

提升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全面开展农田水利设施排查整改

及早安排部署迎接客流高峰
主动整改隐患确保安全生产

省农业农村厅举办农业转基因科普进社区活动

提高大众对转基因的认知水平

我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信用信息共享数据量全国第一

我省晒一季度环保成绩单

重污染天气同比明显减少

4月29日上午，尉氏县组建的“红色文艺轻骑兵”焦裕禄精神宣传小分队

在邢庄乡郭佛村演出，现场群众掌声阵阵。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县坚持

以“文艺+宣讲”的形式，组成多支党史学习教育文艺小分队深入基层单位宣讲

演出。 李新义摄

百年路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习入心学习入心学习入心学习入心
演出悦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