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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周刊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办

美丽乡村展现农村田园美

该县瓦窑沟乡古寨村的黄怀科家是

村里党员示范户，每天早上，他都会和几

名志愿服务者义务清扫村组道路、督促

村民按时定点分类投放垃圾。看着眼前

干净整洁、景色宜人的“新家园”，黄怀科

风趣地说：“村民‘住洋楼’走平路，连年

产业大丰收，生活犹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由古寨村卢云生、卢辉兄弟俩投资

千万元创办的龙首山庄民俗博物馆里，

大到碾盘、水车，小到粮票、像章，传统农

耕老物件应有尽有，今年还新开辟了卢

氏革命老区百年历史展馆。该展馆作为

全县党史学习教育阵地，每天前来参观

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看农耕老物

件、听红色革命故事、吃农家饭菜，缅怀

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激发干事创业

激情，为乡村振兴增添了活力。

菌果飘香铺就致富路

11月16日，走进该县横涧乡大村食

用菌基地标准化生产大棚，阵阵菇香扑

面而来，脱贫户杨彦军和妻子张海枝一

大早就开始忙碌，不到10点就将满满的

20多筐鲜菇交售到基地的冷库。“今年

用25万元金融普惠贷款承包了6个香

菇大棚，一年四季闲不着，预计全年可

净挣20万元。”杨彦军笑着说。

今年秋季，该县官道口镇的万亩高

山水果喜获丰收，红彤彤的苹果和金灿

灿的玉露香梨压弯了枝头。继9月23

日“三门峡市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在

该镇果岭村举办之后，近日百名网红大

赛也在果岭村成功举办，昔日多见树木

少见人的深山村成了网红打卡地。

截至目前，该县袋料香菇种植数量

3.2亿袋，年产量30万吨，核桃、苹果、梨

等果树种植面积100余万亩，年产量6

万吨。菌果从业人员15万人，人均年收

入2万元以上。菌果成为卢氏山区农民

增收、财政增长的支柱产业，撬动了渤

海香菇交易中心、福嘉食品厂、华阳食

品厂、五里川核桃交易市场等一批菌果

二三产业蓬勃发展。该县香菇产量占

全国的4%，核桃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称号，产量也名列“全国核桃十强

县”第四位。

文明新风吹进山村

“兰草村，好地方，革命老区活力强；

新时代，新思想，党员先锋要发扬……”

在该县官坡镇兰草村，朗朗上口的村规

民约家喻户晓，向上向善、孝老爱亲的文

明村风深入人心。

“结合新时代发展要求，我们不断完善

村规民约内容，就是为了让每个村民看得

懂、做得到、坚持好。”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小

东说，“在乡风文明实践中，兰草村深入挖

掘红色文化、孝道文化等资源，发挥乡贤能

人作用，建成了红二十五军长征军部旧址

纪念馆、铁器工坊和传统美食一条街，弘扬

传统优秀文化，开展文明诚信家庭、道德模

范、争先创优评选表彰活动，用身边的事教

育身边的人，激发文明向上力量。”

如今的卢氏县，党员干部带头，广大

群众积极参与，向上向善、奋勇争先动力

十足，涌现出全国自强模范、脱贫攻坚先

进个人杨书春等一批先进典型。全县干

群干事创业积极性空前高涨，万名志愿

者服务者遍布乡村、社区，村民主动参加

乡村治理的热情更高了，乡风文明实践

活动不断焕发出新气象。

□本报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张世伟郝扬

初冬时节，走进温县祥云镇古贤

村，水泥路面干净整洁，家家户户门前

都栽有绿植，各色月季点缀其间……一

幅田园风光图铺展开来。

“前些年，村北有个露天的垃圾坑，

一到夏天苍蝇乱飞，臭气熏天，碰到刮

风，垃圾袋有时候都飘到家里，真不如

住城里。”一村民说。因为居住环境差，

该村不少村民选择在城区买房。

2019年，该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通过第三方公司，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

项目，实现了农村非正规垃圾点清零，

垃圾无害化处理。如今的古贤村，曾经

的露天垃圾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整

齐的农田，住在城里的村民纷纷回迁，

村里越来越热闹。

“农民富了，农村美了，才能看得见

发展，留得住乡愁。”古贤村支部书记党

志伟说。

由于今年雨量大，该县张羌街道

徐沟村的路面出现了淤泥，影响了居

民出行。保洁员拿铁锹铲完淤泥又用

扫把打扫，很快就恢复了路面的整洁。

“以前保洁员可不管这些，泥巴

全凭村民自己动手清理。环卫一体

化后，村里的保洁员也要接受考核。”

明日公司张羌街道负责人任太兴说，

“清运员在清运垃圾时，要负责垃圾

桶附近两米内的清洁，避免出现干活

粗糙导致垃圾桶成为新污染点的情

况。”

“统一管理后，工具齐全，效率高

了，工资上去了。街上越干净，大家越

不好意思乱扔垃圾，我们干活也轻松多

了。”保洁员任来运说。

一体化管理，让垃圾清理规范；自

动化操作，让垃圾有序中转。

机器铲装、一键压缩、自动提

示……在该县温泉街道办的一处垃圾

中转站里，正在进行垃圾自动化中

转。一旦垃圾储量达到峰值，便会触

发警报系统，紧接着，这些垃圾便会被

送往垃圾处理厂。如今在该县已经形

成了“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农村

垃圾收运体系。

截至目前，该县262个村配备了保

洁员785人，清运车114台，建成压缩式

中转站10座，配置240升收集容器1.3

万个。清除陈旧性垃圾6000余吨，消

除非正规垃圾点210多个，复耕农田

500余亩。

“乡村美不美，干不干净，事关广大

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推进城乡环卫

一体化建设，是筑就乡村生态振兴的

‘奠基石’。”该县县委书记杨磊说。

□本报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朱红亚张瑞白启琳

初冬的早晨，寒风瑟瑟，但却挡不住

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冢马村干部群众感

激的热情。

11月11日一大早，冢马村“两委”班

子成员和村民代表来到郾城区纪委监委

的院内，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马连军将

写有“提级监督有担当，为民服务好公仆”

的锦旗送到区纪委常委朱铁东和第三监

督检查室主任张世新的手中。

“感谢区纪委监委帮村里解决了‘老

大难’问题，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群众都

说这以后的日子更有奔头了！村‘两委’

班子对以后的工作也更有信心、更有底气

啦！”马连军说。

马连军的感激之言，事出有因。

清产核资清产核资
让村集体的钱袋子鼓起来

今年以来，郾城区纪委监委按照省、

市纪委有关村（社区）集体“三资”提级监

督试点工作的精神要求，结合实际，选取

辖区内6个村（社区）作为集体“三资”提级

监督试点，把对村（社区）集体“资金、资

产、资源”监督纳入政治监督重要内容，推

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综合运用日常监

督提级、专项监督提级、线索处置提级等

方式方法，积极探索村级“三资”监督新方

式、新办法，构建完善的“三资”管理制度

体系，着力提升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

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有效纠治“三资”领域

各种腐败和作风问题，以精准监督为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作为“三资”提级监督试点村，冢马

村是该区村貌变化最大、村民感受最深的

一个。

“区纪委监委督导检查组来了之后，

帮了我们不少忙，现在村里集体资产可算

厘清啦！”马连军说。

聚焦村集体资源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

作用、长远效益，该区纪委监委派出第三监

督检查室，对冢马村原有不规范合同进行

筛选清理，重新规范签订新合同，对合同偿

还期到期后的土地使用处置进行明确，化

解消除村集体债务70.2万元，后续每年将

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2万元以上。

在一次性督促清缴村集体坑塘原合

同承包费用2.1万元的基础上，第三监督

检查室通过与承包者重新协商，按照现行

标准规范合同重新签订了承包合同，并收

回了7亩多集体坑塘用于村里的后续发

展。同时，组织镇自然资源所人员实地调

查核实，为村集体查验新增了5亩建设用

地，备足了冢马村乡村振兴的发展后劲。

监督指导监督指导
让村民们的生活乐起来

在区纪委监委的监督指导下，冢马村

集中财力为村民办大事、办好事、办实

事。投资新建的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

房，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3万元。

并计划投资13万余元，对村室东广场进

行改造提升，增建党建文化宣传展示长

廊，加装健身器材和太阳能路灯，满足村

民的休闲娱乐需求。

在大力改善村内硬件设施的同时，该

村还对村里近80名80岁以上老人每年每

人发放500元的集体经济收入分红，切实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针对群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村务

历史遗留问题，该区纪委监委多方走访冢

马村时任村干部、老党员、群众代表等，详

细了解历史成因及资产现状，依靠专业律

师精准寻找突破点，探索出台了《村级集

体资产处置操作指南》，对村级集体资产

的范围、处置主体进行明确，创造性形成

了村级集体资产处置“一议四审三公”工

作法，环环相扣、层层把关，补上了农村集

体“三资”管理、使用、处置等方面的漏洞，

实现了对“小微权力”的有效监管。

与此同时，该区纪委监委还锚定群众

的疑惑点和盲区，指导冢马村建立起覆盖全

体党员的党员群和户户参与的村民群，搭建

更便捷、快速的信息通道，宣传上级政策、收

集村民建议，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该区纪委监委下一步将把对

村（社区）集体“三资”提级监督工作从“试

点”到“示范”转换，打造“试点”中的“亮

点”，从“先行先试”到“全面铺开”，为推进

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

周洋谢雯）11月16日上午，郏县农

业农村局农技人员来到该县广阔

天地乡大李庄村，实地查看冬小麦

出苗情况和土壤墒情，并对农户进

行现场指导。

针对今年小麦普遍晚种的情

况，该县农业农村局及时组织农技

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民科学

分类管理，让麦苗稳健生长，幼苗

平稳过冬。

“当前正值小麦生产进入冬前

管理的关键时期，要科学分类管

理，促苗稳健生长，保苗安全越

冬。对播期偏晚地块，要中耕增温

保墒、保苗生长；对正常播种地块，

要稳壮控旺、适墒冬灌、适时开展

化学除草，保苗越冬。”该县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主任黄俊伟说。

“全村小麦种植面积近千亩，

由于天气原因造成播种较晚，小麦

长势不齐。今天农业农村局有关

专家来田间现场指导培训，下一步

将引导群众开展分类管理，确保小

麦安全越冬。”大李庄村党支部书

记陈增亮说。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多亏了

专家及时指导，让俺们改种谷子，减

少了损失！”11月16日，禹州市郭连

镇井庄村腾翔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董双敏说。

井庄村属丘陵地带，近年来不

少农户种上了花椒树，今年7月的洪

涝灾害使当地村民的140多亩田地

被淹。改种啥？河南省农科院粮作

所杂粮研究室主任李君霞赴当地调

查后，指导农户改种谷子，选择适合

当地的衡谷16和豫谷28等品种。

李君霞介绍说，因为衡谷16和

豫谷28两个品种均抗烯禾啶，及时

进行苗后除草（烯禾啶+噻吩磺

隆），防草效果较好，同时改种谷子

的地块都是头茬种谷子，虽然播种

较晚，但病虫害较轻，后期收成还是

有保证的。

井庄村谷子收获时，省农业技

术推广总站副站长平西栓等专家前

往进行指导，经实打验收，亩产430

斤。平西栓说：“由于当地谷子种植

面积较小，收获偏晚，鸟害严重，对谷

子产量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总体来

看，改种还是比较成功的。”

11月21日，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前林都村文佳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社员正

在为种植基地里刚湿过水的香菜幼苗覆盖防寒地膜。 毕兴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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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氏 乡村蝶变美如画

漯河市郾城区“提级监督”守护村集体“钱袋子”

郏县

科学应对晚种 让麦苗平稳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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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种晚播谷子减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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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环卫一体化 描绘宜居新家园

11月19日，

宁陵县阳驿乡小

王庄村村民雍培

真在收获菠菜。

她种了 2 亩菠

菜，今年价格高，

每 亩 可 收 入

6000元。

本 报 记 者

杨远高 通讯员

王卫杰摄

乡村乡村振兴振兴
河南河南样板样板

宽敞平坦的村组道
路，清澈见底的河流涧
溪，绿树掩映的农家小
院，来往穿梭的菇商小
贩，幸福绽放在群众的
笑脸上……初冬的卢氏
县，一幅乡村美、产业
兴、农民富的画卷呈现
在人们眼前。

近年来，该县依托
绿水青山好生态，聚焦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大格局，出台《创建
乡村振兴示范村实施意
见》，在全县确定第一批
30个乡村振兴先行示
范村，定期举办“擂台
赛”，通过强基础、育产
业、优生态等措施，全力
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样
板”。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张海军高长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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