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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
交流大会举办强调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 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
模范致以诚挚问候 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

□本报记者宋朝王旭刘婷婷
于涛李梦露

河南有4万多个村，近30万村干部，在

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如何让自然禀赋、经济基

础、人口素质、交通条件等千差万别的形形色

色的村齐步走，的确是要费一番脑筋的。

河南省委一号文件标明，2022年，要扎

实开展“三农”领域“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加强集中换届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分

管“三农”工作的领导干部培训，提高“三农”

工作本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

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真正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和“三农”

水乳交融的当数村干部。

4月17日，张茹仙正在三门峡市陕州区

开人代会。作为陕州区城村的党支部书记，

难得有这样的几天清闲。

“说是清闲，真不清闲。集体经济怎么发

展，什么产业能让乡亲们增收，沿黄旅游怎么

让城村多受益，这些东西装在脑子里赶都赶

不走！”张茹仙说。

改革开放前，农村干活是挣工分的，带头

的村干部自然是“满分劳动力”，也许年底还

能补一些工分；之后，包产到户，农民干活不

再需要组织了，村干部的待遇只能从村提留

那里获得；再后，农业税免了，提留自然也收

不上来了，原来集体留下的耕地也分光了，村

干部的待遇问题就没法解决了。

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处级退休干部吕

先生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干点啥都比当村干

部收入多，并且还不得罪人，因此很多村让谁

当干部还得乡里领导跟着屁股后面说好话。

从20年前的村委会主任“海选”到上一

届村民委员会换届时倡导的“书记、主任一肩

挑”，加上财政逐月发给的“工资”，全省村级

干部队伍素质、能力逐年提高，工作作风也得

以从根本转变。

张茹仙属于乡贤返乡，她拍摄发布的小

视频都是诸如城村建起了农民广场、城村的

生菜下来了、城村的葡萄熟了、城村的街道美

化结束了等推介城村的内容。

不管村事、家事，一般来说，村干部都是

主心骨。

麦收时无劳力户家的麦子都是村干部帮

助收的；有老人去世了，村干部都会第一时间

到场；在外打工有难处或者回不来的人，会把

家里要办的事微信告诉村支书；年龄大的人到

乡卫生院打疫苗，村干部也会开车拉他们去。

在一个村里，村干部几乎就是会“全活”

的全能人。

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党支部书记鲁彦

玲的“工资”是每月2400元，每月600元与绩效

挂钩的浮动工资年底才发；村“两委”4个人，每

人每月1450元。

村干部的“工资”构成比较复杂，与当地的

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总的来看，和最早的几百

元比，呈阶段上升趋势，另外很多地方村干部

都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养老问题的解决，让

他们全心全意为乡亲们服务没有了后顾之忧。

2022年，洛阳率先出台《关于进一步提

高村干部工作报酬激励担当作为的意见》，全

市村党组织书记工作报酬有较大幅度的提

高，其他村干部也相应提升，对发展村集体经

济贡献突出的村干部还将另行发放奖励报

酬，实现待遇普遍提高。

村干部嬗变“正规军”，筑牢了乡村振兴

的基石。

编后

一号文件 ⑦头等事头等事头等事头等事

让村干部变成“正规军”

“三农”问题是国之大事。本报编发的

这组稿子，透析了粮食安全问题、乡村建设

问题、乡村治理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中央一

号文件、河南省委一号文件都有明确的指

引、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标准答案”。结

合本地实际，学习好、贯彻好一号文件，才能

更好地在乡村振兴之路上起步、加速、冲刺，

才能行稳致远。

□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通讯员范亚康刘禾文/图

西峡四月天，一派生机盎然。阳城镇山坡上万

亩果树竞相生长，杏李、樱桃幼果藏在枝叶间，果树

下中药材新苗吐绿，山下农舍、香菇棚、猕猴桃园点

缀在青山秀水间。

对于西峡县副县长、阳城镇党委书记高申茂而

言，“墩苗”半年来，正是奋斗时。原来一直在南阳

市直机关工作的高申茂，自2021年10月24日正

式到西峡县上任。半年来，他用双腿代替笔杆子，

进车间、入果园、探菇棚、访民情，想方设法把自己

这棵苗的根扎实、扎牢。

企业有需要我们马上到

“江苏昆山的这家赛车配件制造公司，就是咱本

地人办的，要想办法和他对接上，依托咱镇上汽车配

件的产业基础，邀请他回乡投资发展。想延链补链

强链，咱得主动出击，不能坐等人家来投资。”4月18

日，记者见到高申茂时，他正和镇干部一起对着镇汽

车配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名录，寻找招商线索。

阳城镇现有户籍人口 15963 人，常住人口

6000多人，境内没有省道、国道、高速，而就是这个

人口、面积、交通都不占优势的小镇，却拥有以冶金

保护材料、汽车配件制造、食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企

业140余家。“反复的疫情和复杂的经济形势让很

多企业面临困难，特殊时期，我们政府必须完善产

业服务职能。”高申茂告诉记者。

“企业有需要、我们马上到；企业有期盼、我们

马上办。”“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这是高申茂一直

秉持的工作理念，一家一家跑，一家一家问，紧盯企

业堵点难点，实施“一线工作法”和走动式服务，

“清单式”协调督促职能部门帮助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让企业放心、客商满意；坚持项目例会制、

企业慰问制、问题分包制，打造良好的镇域营商

环境。

“我这里员工220多名，每月的工资支出就有

140万元左右，阳城的交通条件虽不如其他地方便

利，但优良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能专心搞发展，今年我

计划对厂区进行升级改造，新建办公楼和宿舍楼，把

县城的科研和销售团队都搬到阳城来。”专攻重卡车

桥研发制造的森驰汽配公司负责人李朝阁说。

“只有我们当地的企业发展好了，老百姓在

家门口能挣到高工资，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留在

乡村，振兴乡村。”高申茂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孙雅琳

一名胡同长，每天在胡同里走访两趟，工作

主要干三项……如今，在商水县黄寨镇的24个

村庄、1107条胡同，活跃着一群身穿红马甲的

农村大嫂，她们曾被戏称为农村留守“386199

部队”中的主力军，现在却从厨房“小灶台”走向

乡村振兴“大舞台”，积极参与矛盾调解、疫情防

控、环境整治，成了乡村干部的好帮手、乡亲们

的贴心人。这些不求回报、甘于奉献的农村妇

女，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黄寨大嫂”。

这种以“黄寨大嫂”千人胡同长为抓手的

“微网格”治理模式，把广大农村妇女动员起来，

走出家长里短，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第一

线，真正实现了“群众工作群众做”，为村级自治

贡献了“她力量”。

““大嫂当家大嫂当家””
打通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请停车，扫一下行程码、健康码，等会我给

你登记一下个人信息……”4月23日，在黄寨镇

的“北大门”赵寨村疫情防控卡点，赵冰冰穿着

印有“黄寨大嫂”字样的红马甲，和杨秋玲等几

个姐妹在这里值勤。

“村里有39名胡同长，除了轮班参加卡点

值守，因为人熟、地熟、情况熟，我们能快速地在

本胡同内宣传疫情防控政策、排查中高风险地

区返乡人员，还负责劝导在外务工人员不返

乡。”赵冰冰既是“黄寨大嫂”，又是赵寨村的妇

联主席和总胡同长。

在农村核酸检测中，生成个人信息采集码是

个大难题。大多数农村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严重影响了核酸检测的速度和效率。

后王村的赵美兰老两口70多岁了，没有手

机，孩子们都在外打工。“我帮他们老两口申领

了采集码，并且保存到我的手机里，每次都带着

他们去做核酸检测。”后王村“黄寨大嫂”张金花

说，“我的手机里存有60多个采集码呢！”

除了疫情防控，在镇里开展的“三零创建”

工作中，“黄寨大嫂”也发挥着独特作用。

后王村的妇联主席、总胡同长周菊，处理家

庭纠纷很有经验。

从西安远嫁到该村的王敏（化名），与丈夫

李志（化名）因家庭琐事闹起了矛盾，眼看要闹

出人命，周菊连夜跑到王敏家。“我跟她说，以后

我家就是你娘家，有啥想不开的来找我，我给你

做主。”经过周菊耐心调解，小两口拥抱言和。

今年以来，黄寨镇越访、集访零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零发生，民转刑案件零发生，各种民事

刑事案件大幅度下降，仅电信诈骗案件一项就

同比下降80%。

在曾楼村“最美胡同”——平安胡同口，挂

着一块写有“小小胡同长、幸福我村庄”字样的

公示牌。公示牌上有胡同长姓名、照片、电话以

及一个二维码。用微信扫描一下二维码，可以

看到胡同内住户的基本信息、胡同长带头做好

网格内环境卫生清理等工作内容。

黄寨镇的1107条胡同，都有一块这样的公

示牌。

每名胡同长都是“黄寨大嫂”。她们每天围

绕自己负责的胡同走访两趟，主要的工作内容

有三项：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三零”创建。

“我们把‘黄寨大嫂’的工作总结成‘1+2+

3+n’模式，最后那个‘n’是指其他临时性工

作。”黄寨镇镇长郭涛解释说。

黄寨镇建立了1个乡镇总网格、24个行政

村大网格、96个自然村中网格、240个村民组小

网格、1107个胡同微网格，探索推行以“黄寨大

嫂”千人胡同长为抓手的基层“微网格”治理模

式，实现了基层农村治理的全方位、全时段、全

覆盖、零距离。

“党委政府铃声一响、‘黄寨大嫂’立刻到

场。”黄寨镇党委书记郑春来说，“我们将基层管

理的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打通了服务群众最

后一米的神经末梢。”

评选胡同长评选胡同长
挖掘8000多名留守妇女“她力量”

“黄寨大嫂”胡同长评选活动是在今年春节

过后开始的。为啥要搞这样一个评选活动？

“农村男性大部分外出打工，妇女在生产生

活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乡村振兴，必须先凝聚

这部分力量。把我们镇8000多名留守妇女组

织起来，在村里做一些事情，既能充实空闲时

间，还能提高她们的自信心与自尊感。”郑春来

说，评选“黄寨大嫂”，正是看到了这个群体中蕴

含的“她力量”。

想要成为“黄寨大嫂”，除了年龄在23岁到

60岁之间，还必须具备“两好三有”：群众口碑好、

综合素质好，有公益心、有责任心、有事业心。

黄寨镇充分利用微信群、标语、宣传车和农

村大喇叭，全面宣传“黄寨大嫂”胡同长的评选

目的、意义和办法，让被评为“黄寨大嫂”成为一

种荣誉，让争当“黄寨大嫂”成为一种时尚。

“没承想，全镇留守妇女参与热情高涨，多

个行政村出现一个胡同、多名胡同长竞选的热

烈场面，后王村主动报名争当胡同长的妇女一

上午就从32名增至53名。”郭涛说。

走进黄寨镇王潭村文明胡同胡同长高秀丽

家，一进门就看到一张红色聘书摆在显眼位置，

这是今年3月8日镇里给她颁发的胡同长聘书。

“红马甲一穿，责任在肩；小红帽一戴，疫情

阻止在外；红袖标一亮，免费中药茶饮送上。”高

秀丽说起自己的日常工作颇为自豪。

“搞卫生大扫除、帮助困难群众摘西瓜，大

家都是自愿的，有的家里事情都放弃了，随叫随

到。”黄寨镇副镇长张莉莉提起“黄寨大嫂”，直

竖大拇指。

为激励“黄寨大嫂”自觉主动参与到胡同的

管理和服务中，郑春来和郭涛等镇领导带头坚持

“五必到”：胡同长家中红白喜事必到、胡同长或

其父母生日必到、孩子上大学和参军入伍必到、

胡同长家中遇到困难必到、重大节日慰问必到。

“胡同长遇到重大事项可以直接给我们打

电话，还能列席乡村会议和参与乡村重大事项

决策，真正使她们政治上有待遇、精神上受鼓

励、社会上受尊重。”郑春来说。

后王村36岁的胡同长赵卫杰说，自从她当

上了胡同长，每天清理街道，上邻居家宣传疫情

防控，孩子都看在眼里，变得比以前听话了。

改变的远不止这些。

沙颍河畔的王潭村，大街小巷宽阔的水泥

路干净整洁，村史馆里的农耕用具和老照片承

载着乡愁记忆。

在外创业成功返乡当上村支书的王磊，坐

在胡同长王梅家漂亮精致的小花园旁，细数着

“黄寨大嫂”给他的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村委班

子只有7个人，以前是‘村里干部少，落实工作

满村跑，最后还是干不好’。现在，我们村干部

工作压力变小了，工作效率提高了，干群关系也

融洽了，可以腾出手为村里发展谋划全局。”

记者采访结束时已接近晚上8点，途经宋

王村疫情防控卡点时，几名胡同长仍在对过往

车辆排查登记，印在红马甲、小红帽上的“黄寨

大嫂”4个大字，在夜色中熠熠生辉。

“大嫂当家”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高申茂 有求必应 无事不扰

高申茂（右）在阳城镇汽车配件企业了解生产情况

4月26日，在汝阳县柏树乡前坪印象文化

园，艺术团体在表演精彩节目。柏树乡围绕发展

红薯产业和文旅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建成前

坪印象文化园，吸引众多游客到此旅游观光。

康红军摄

▲

4月27日，在宜阳县锦屏镇杏花村民俗文化园，几位游客在参观展出的老算盘。近年来，作为“省级文明村”的杏花

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收集老织布机、老食盒、传统农耕机具、老算盘、老家具等老物件300余件，建起了杏花村民俗文

化园和村史馆，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踏青游玩，让游人在漫步中记忆乡愁，品味乡音。 本报记者杨远高 摄

我与乡村共成长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墩墩苗 搜索15515779057 添加微信“墩墩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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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申茂 有求必应 无事不扰

本报讯（记者杨青）4月27日，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奋进十四五，建功新时代”第九场新闻发布会上，河

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处处长赵修超就河

南如何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等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十四五’期间，我省将完善市场化服务机制，健

全市场化准入机制，支持引导科研院所、领军企业等

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事业；严格安全评价检测检验

机构资质认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技术服务质

量；加强安全教育培训机构监管，培育新型应急服务

市场；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推动高危行业领

域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全覆盖，探索完善

巨灾保险制度。”赵修超介绍。

在专项整治方面，河南将建立更加严格规范的安

全准入体系，从安全风险源头管控，加强新材料、新工

艺、新业态安全风险评估。开展全省工业园区应急资

源和能力调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入园整治工作，

建设一批本质安全型化工园区。

在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方面，健全以风险辨识

管控为基础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严格企业隐患排查

治理清单管理，实行安全生产“一企一码一档”，推动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扩面提质增效；构建省、市、县、企

联动的风险隐患数据库，强化各类事故隐患综合分

析；推动企业建立安全风险自辨自控、隐患自查自纠

的工作格局和长效机制，并加大示范企业培育力度。

我省加强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理

商水县黄寨镇探索推行以“黄寨大嫂”千人胡同长为抓手的基层“微网格”治理模式，
打通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