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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富路，村民开上汽车住上别墅

“说起来也不怕你笑话，当初我成家

时只分到一间露天的茅草房，外加2000元

债务，那时候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这辈子能

存2000块钱。”今年54岁的张海潮说，“真

没想到，现在不但住上了楼房，开上了20

多万元的汽车，银行里还有六七十万元的

存款，俺这小日子过得真得劲。”

山湾村地处丘陵地带，除了4000多

亩林地，人均耕地只有1亩左右。

张海潮说：“我们村的土地到处都是石

头、砂子，根本就种不成庄稼，1亩小麦亩产

也就五六百斤，光靠地里收成，吃都不够。”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山湾村党支

部、村委会结合每户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精

准扶贫政策，适于种地的，村里扶持种植红

薯、花生、土豆及林果；有劳动力的，介绍到

工厂打工；出不了门的，及时安置公益岗

位，真正让全村人家家有门路、人人有活

干、月月有收入。

“我们一家7口人，除了两个正上学的

孩子不挣钱，5口人每月都有收入，想不富

都难呐。”张海潮一脸骄傲地说。

两层别墅、栅栏围墙、罗马立柱，这个

干净整洁的农家院是村民侯云生刚刚建

起的新家。

命运对44岁的侯云生来说是极为不

公的，过去7年的时间里，他两个哥哥相继

去世，撇下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加上他自

己的4个孩子，7个孩子生活和上学的费

用，一下把这个不服输的山里汉子拖入了

贫困的深渊。

时任驿城区委组织部部长，现任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的宋海潮是侯云生的帮扶

人，当他带着工作人员第一次走进侯云生

家4间低矮的小平房时，破家具、破衣服乱

七八糟摆满一地，散发出来的气味把一个

小姑娘当时熏得捂着鼻子就往外跑。

“宋部长是个大好人呐，他了解了我

们家的情况后，不但经常送钱送物接济我

们，还通过正常手续帮我两个哥哥的孩子

办了孤儿证，解决了俺两口的低保，让孩子

们享受到了教育扶贫政策。”侯云生说，“有

了这些政策的扶持，我一下就感觉轻松了

很多，后来宋部长又鼓励我和老婆及大侄

子出去打工，并亲自帮我们联系打工的工

厂。”

如今，侯云生把家交给一个侄子照

看，自己在驻马店一家工厂搞设备维修，月

工资能拿八九千元，加上老婆在深圳打工

的工资，两口子一个月就能挣到一万多块

钱。有了钱，侯云生第一件事就是花30多

万元建起了这座小别墅。

“刚来驻村时，全村只有一座20世纪

80年代的两层砖混结构的小楼，现在你去

村里再看看，过去占据全村大多数的墙咧

嘴、顶露天的土坯房、茅草屋都不见啦，一

座座拔地而起的小洋楼、小别墅勾勒出了

一幅新时代的‘山村富居图’。”冯卫军说，

“全村电改前仅有一台200A的变压器，随

着村民家用电器及生产用电的增加，全村

变压器一下扩容到了5台。”

建家园，“石头村”蝶变美景如画卷

山湾村村委旁边有一条斜坡路，是本

村及附近村民去遂平县城办事的必经之

路，前几年被媒体称为Z形死亡路。

“修路之前，这是一条泥巴石头路，不

但坡陡，还有个Z字形的弯，弯下边还有一

家住户，不少开拖拉机、骑自行车的群众一

到这个坡上都刹不住车，下去能直接撞到

坡下住户的墙上。”张德水说，“这里几乎每

年都发生事故，最惨的一起事故，一下就死

了3个人。”

除了这条坡路，山湾村的所有道路都

布满了大如碗口、小似鸡蛋的鹅卵石块，村

民出行总是磕磕绊绊，夜晚出门，稍不留意

就能跌个头破血流。

“路是让农民用来致富的，决不能再

容忍这条‘害人路’的存在。”夏楠说，“我和

冯书记商量，脱贫摘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

把村里路修好，让群众出门有安全感。”

跑项目、要资金、找领导、寻支持，一

阵忙活过后，山湾村争取到了300万元的

修路资金。为了把钱用在刀刃上，在少花

钱的基础上多修路，冯卫军、夏楠带着全

村党员干部上路捡石头，扫除修路工程中

的绊脚石。很快，得知要修路的消息后，

村民们也自发加入捡拾石头的行列，一时

间全村上演了一场千人空巷捡石头的场

景。

压路基、铺柏油，经过修路工人的连

续施工，山湾村不但修通了村内所有道

路，还把柏油路修到了每户村民的家门

口。全村公路交工那一天，整个山湾沸腾

了，孩子们骑上自行车在公路上一刻都不

想停下；妇女们掂来音响就地跳起广场

舞；就连村里的老人也扔掉拄了多年的棍

子，一连往返走了几个来回，眉眼间透出

幸福的笑容。

行走在平坦的柏油路上，绿树掩映下

的一处处仿古院墙前的木栅栏内，各色花

朵竞相怒放，一只只勤劳的蜜蜂穿梭花间，

采蜜授粉，忙得不亦乐乎。

路边垒砌的花墙上，轮胎、磨盘、自行

车、收录机等一个个极具时代感的老物件

镶嵌其中，不时引得游人摆酷拍照，简直成

了网红打卡地。

“为打造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山湾

村，我们抓住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契机，全

村先后出动劳力2000多人次，动用机械

200多台次，清淤3000多立方米，种植果

树20000多棵，新修排水沟1000多米，建

成游园3座、休闲文化广场和文化长廊各2

个、村史馆1座……”说起山湾村的改造，

夏楠如数家珍。

抓产业，山湾村走上乡村振兴路

长龙山下的荒山坡上铺满了光伏发

电板，目之所及，漫山遍野的太阳能电池板

鳞次栉比，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蔚为壮

观。

初夏时节，适逢栀子花开，皎洁纯净

的花朵点缀在翠绿的枝头，洁白的花蕊随

风摇曳，阵阵花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瞬

间让人心旷神怡。

“这是利用村里3000多亩荒山资源

引进的亚玛顿光伏项目，目前发电量已经

达到170兆瓦，根据我们的协议，光伏发电

项目还将以每年递增10%的规模扩大发

展。”站在长龙山脚下冯卫军说，“光伏发电

板下种植的栀子花是村里引进的种植项

目，目前我们在栀子花下养殖鸡、鸭、鹅的

项目也正在洽谈中，村民们通过这些产业

不但能收租金、拿分红、挣工资，村里每年

还有20多万元的集体收入，通过综合规划

利用，这过去的荒山坡转眼就变成了山湾

村的聚宝盆。”

打造全国最大的山栀子种植基地，发

展民宿带动乡村旅游是山湾村的下一个

目标。该村在太阳能电池板下大力种植

栀子花的同时，今年购买20万棵山栀子，

鼓励村民在房前屋后栽植山栀子，力争成

为全国闻名的“栀子之乡”。

“在太阳能发电板下的废地上种植山

栀子，靠栀子花吸引游客、用民宿留住游

客，再把栀子果及栀子花下养殖的鸡、鸭、

鹅和本村的特色农产品水果、粉条等卖给

游客……有了这个产业链，山湾村群众的

共同富裕之花一定像栀子花开一样香满

村。”夏楠描绘起山湾村的未来，满眼充满

希望。

山湾村 越过弯道通坦途

5月16日，汝南县常兴镇组织市、县、乡人大代表，走进田间，帮助农民收获夏枯草。近年来，常兴镇引导农民种植夏枯草、白花蛇

舌草等中药材4万余亩，亩效益达3000多元，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杨明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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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广军）20个应复

工省市重点项目全部复工，复工率

100%；64个应复工县重点项目全部

复工，复工率100%……5月17日，记

者从襄城县获悉，本轮疫情发生后，

襄城县立即激活企业疫情防控工作

机制，成立疫情防控企业保障专班，

统筹企业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

保障工作，迅速实现了企业从常态化

疫情防控到疫情防控期间生产经营

的顺利过渡，实现了该县省市重点项

目、市定百户重点企业等全部正常施

工、生产。

为切实保障企业安全有序生产、

项目建设有序开展，襄城县专门印发

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期间企业疫

情防控管理工作的通知》，制定10条

企业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保障措施。

为减少企业输入性风险，该县对大中

型企业实行封闭式管理，保障企业生

产经营。对在社区居住的员工，统一

印制企业员工出入证明，实行企业员

工“三码两证一正常”出入管理。同

时，每天组织县医务人员对企业员工

进行核酸检测，加强赋码动态管理，确

保疫情防控安全可控。

襄城县常务副县长乔晓光表示，

目前，襄城县通过县级领导干部分包

和分小组等形式，实地走访企业，全面

收集企业复工复产中存在的问题，对

已收集企业反映与疫情防控有关具体

问题全部建立台账，明确责任领导、责

任单位和工作措施进行解决。同时，

加大企业用工、金融、物流等方面的帮

扶力度，全面提高复工复产企业达产

率。

襄城县

项目建设热 企业生产忙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5月15日，在鲁山县瀼河乡黑石头村

一户农家二楼，今年49岁的李小东正在

潜心创作一幅山水画：“我是37岁那年

才开始自学画画的，没想到现在我画的

画供不应求，近年来平均一年能收入8

万多元。”

李小东小学毕业后就在家门口打零

工，干农村建筑队，还是农村红白事的掌

勺大厨。“我脾气暴，从小爱和别人抬杠

吵架。2010年时，觉得该改下自己的脾

气了，于是就买了《老子传》《齐白石传》

等书翻看，觉得画画可以修身养性，就开

始学了。”李小东说。

虽然没有专业老师指导，但李小东

从网上下载一些图片，一番临摹后很是

像模像样。此后，他只要有空闲时间，就

拿起画笔开始画画。

2015年年初，李小东身患腰椎间盘

突出症躺在床上起不来身，就在脑海里

构思一些有创意的山水画，也从一些历

史人文书籍中找灵感。“那段时间加入了

一个QQ聊天群，在群里听说县里有个

民间帮扶困难家庭的组织，就想着能不

能通过义卖来奉献一下爱心，把自己的

一幅得意之作《双清图》的照片发在群里

后，没想到有人出500元购买了。”李小

东说。

这给了李小东极大的鼓舞。“以前是

农闲时画着玩修身养性，这下子坚定了

我从事画画的信心。”李小东说，7年来，

他先后创作1000余幅画，大部分是以山

水、人物、花鸟为主，基本上销售一空，最

贵的一幅山水画卖了5000元，最便宜的

一幅画卖了300元。

目前，李小东的画作价格1平尺300

元左右。“近期创作的画都是江苏泰州一

个收藏家预定的，给了2万元的定金，说

是要20幅4平尺的山水画。”李小东说。

防控疫情 稳定经济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马学贤 宋
振豪）“俺是门楼王村的，来这有半年时间

了，之前在浙江工作，也是从事制衣加工方

面的活，有一定的技术基础。今年因为外

地疫情也没出去，现在在企业里做了技术

小组长，计件工资每月6000元以上。”5月

17日，柘城县岗王镇门楼王村的崔书勤告

诉记者，她在立鑫服饰上班拿到的工资不

比在外务工少。

立鑫服饰是岗王镇政府今年年初招

商引资的重点项目，其制衣产品远销西班

牙、德国等国家。为了让员工留得住、长

期干、能发展，企业把生产技能培训作为

重中之重常抓不懈，每周评选出标兵巧匠

给予物质奖励，并带领大家一同学习交流

技术，极大地调动了职工学习比拼积极

性。

“我留在这是因为企业文化不错，自己

确实能学到技术，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

已经掌握了连衣裙、女版衬衫的全工序制

作，工资不仅提高了，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越

来越自信了，感觉自己还有更大的潜力。”

员工李慧丽说。

立鑫服饰副总经理秦红唯说：“企业用

工多是制衣行业的一大特点，目前我们已

经吸引了90多人进厂工作，打算把他们培

训为小组带头人、技术老师傅，采取1带5

的发展模式，后期准备再招聘450多名工

人进厂工作，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问题。”

岗王镇武装部部长王依威说：“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我们会利用好村组

干部微信群、村头广播大喇叭、流动宣传

车等进行宣传，让附近农村劳动力进厂参

观、带薪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大城市的工资标准，同时，全力做好企业用工

服务，让企业放心扩规模、安心促生产。”
本报讯（记者郭培远）5月18日，家

住郑州的杨老先生到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挂号就医时，发现忘带身份证和

医保卡，这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使用线上医

保就不用排队等待，用手机就能完成看病

缴费。经过体验，杨老先生心里非常高

兴：“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亲朋好友。”

据悉，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于5

月13日线上医保结算已经开通。此前，

市职工参保人员必须持实体医保卡或

医保电子凭证，到医院收费窗口才能刷

医保卡购药、检查缴费。如今，门诊就医

后待缴费的患者，无须再去收费窗口排

队，仅凭一部手机，在支付宝小程序搜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点击门诊缴

费，支付时选择医保支付，系统就会自动

跳转到医保电子凭证授权页面，按照提示

点击一键支付，线上医保结算即可完成。

为给患者提供更便捷的线上医保

服务，该院在门诊大厅、收费窗口等多处

提供使用方法指引牌。同时，志愿者也

为患者提供“一对一”贴心服务。

本报讯（记者杨青）5月17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了解到，该厅日前印发了《河

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实施方

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是“十四五”时期河南人社

系统法治建设工作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将为全省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法治保障。《方案》共八个部分，主要有

四个方面的特点。

在法治建设目标上更加追求法治

水平的全面提升。提出要将人社行政

行为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实现人社领域

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日益健

全、执法质量和效能大幅提升。

在法治建设原则上更加注重保障

人民权益。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原则，要依法保障人民权益，切实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人社领域突出问

题，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在法治建设举措上更加强调为人社

事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积极推动就业、

社保、人才等领域的立法修法工作，确保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重大政策措施出台更

加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加大重点领域

执法力度，适时开展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在法治建设保障上更加突出党的

领导。充分发挥党组对法治建设的领

导作用，将法治建设纳入人社工作全

局。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机制，提高

领导干部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潘高

锋）“叔，您的房屋存在安全隐患，马上到

雨季了，非常不安全，今天咱社区先把您

的物品搬到您孙子家里，想自己住了，等

房屋修好后再回来。”5月17日，在禹州

市颍川街道十里社区80岁的梁中央家，

社区工作人员魏军峰和马金星排查了

房屋安全隐患后，叮嘱老人说。

为深入推进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工作，颍川街道充分发挥工作专班协

调、督促、指导、服务作用和15个社区

属地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逐街逐户摸清辖区隐

患情况。重点排查未经正规设计施工

的钢结构经营性房屋、擅自改扩建、新

投用的经营性自建房以及50年以上一

般安全隐患老旧房屋等类别房屋。

该街道全面统筹辖区各方资源和

专业力量，以“督导员+网格员”联动走

访的形式，重点对城郊社区自建房进行

逐栋排查，排查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建

筑”，立即填写房屋建筑安全隐患整治

“问题、措施、责任”清单，并针对问题形

成的“问题清单”和“整治清单”，做到逐

户建立整改方案，逐一整改销号，确保房

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目前，

该街道排查房屋732处，整改存在安全

隐患房屋20处。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轩跃
杰张伟）5月18日，记者从临颍县委组

织部获悉，全省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

启动以来，该县以“零容忍”的政治态

度，扎紧换届监督“篱笆”。

“零缺失”压实责任。成立县乡换

届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研究换届

风气监督6次，召开乡镇党委会议专题

研究46次。

“零距离”宣传引导。全县县乡两

级先后开展谈心谈话2917人次，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分层面、分

批次组织观看《警钟长鸣》1749人次。

“零差错”排查风险。健全联合考察

审查机制，建立提名推荐和考察审查责

任追究机制，坚持岗位缺位补配，严格换

届选人用人程序，按照乡镇领导班子换

届结构化配备要求配备到位，优化结构。

“零容忍”执纪问责。成立8个督

导组、1个举报核查组，全程参与换届

风气监督，紧盯关键部位、关键环节、重

点人群，做到日报告、零报告。

柘城县岗王镇

企业用工多 村民就业稳

我省首家医院线上医保结算开通

临颍县
扎紧换届监督“篱笆”

禹州市颍川街道

逐街逐户排查房屋安全隐患

鲁山农民李小东靠自学成画师

37岁学画画 一年收入8万多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治建设实施方案出炉

立法有依据 执法更规范

5月16日，在宝丰县前营乡袁庄村吊瓜种植基地，村民王俊生正在采摘吊瓜。袁

庄村采取“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建起吊瓜大棚16个，带动周边50余名群众增

收致富。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张一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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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5日至8日，浚县伾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走村

入户，开展健康帮扶送医下乡活动。

活动中，医护人员向群众发放健康

帮扶政策宣传资料，为脱贫户、脱贫不

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等进行了健康义

诊，对他们提出的健康咨询给予专业的

解答，并对部分慢性病患者进行合理的

用药指导。

伾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方便困难群众看病就医，健

康帮扶送医下乡活动将持续开展下

去，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服务。 （宋法涛 徐菁菁）

浚县伾山社区
送医下乡护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