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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萌萌）“国家肯定，

政府鼓励，群众支持，证明咱努力的方

向是对的。”6月 30日，鹤壁市淇滨区大

赉店镇党委书记刘强指着该镇荣誉墙

上挂着的“全国文明村镇”奖牌给乡镇

干部加油鼓劲。

今年来，淇滨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目标，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全面践行新时

代文明主题实践活动。该区开展“星级

文明户”认领活动、“乡村光荣榜”“好婆

婆”“好媳妇”“好邻居”等评选工作，建

立健全常态化道德模范精神礼遇机制；

加强典型宣传工作，实施制度化管理，

统筹各级媒体，开设典型宣传专栏，营

造崇德向善的礼遇“好人”浓厚氛围。

“文明城市创建，美丽乡村是关键，

在农村文明创建上，要做到树立一个

人，带动一群人的效应。”淇滨区委宣传

部副部长王奉战说。淇滨区通过一系

列宣传活动，引导乡村居民见贤思齐，

择善而从，进一步促进了邻里和睦、社

会和谐，也让群众时时处处都能感受

到文明的熏陶，让“讲道德、做好人”价

值主流根植于每名群众心中。

淇滨区把文化建设作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灵魂，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功能，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志愿先行、

党群共建、资源共享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新模式，围绕群众生产生活需

求，开展送政策、送健康、送法律、送

信息等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的文化生

活。

淇滨区从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入手，积极开展“清洁家园”活动，完

善乡村基础设施功能，积极调整产业

结构，减少环境污染，让乡村“净起来”

“绿起来”。

“淇滨区将以‘五星’支部创建为

引领，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

深化文明村镇建设，提升文明素养、培

育文明风尚，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和

获得感。”淇滨区委书记王洪民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孙瑞
兰 刘宁）“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废的院

落，通过空心村复垦整治后，我们把有

保留价值的明清时期建筑进行修缮、

布置，形成村史馆和老年活动中心，对

周围没有保留价值的废弃院落统一进

行复垦整治，种上庄稼和油料作物，形

成研学基地，让城市的学生来这里感

受春种秋收。”6月 27日，安阳市殷都

区伦掌镇焦家坟村党支部书记焦庆林

介绍说。

面对农村房屋废弃、宅基地闲置，

“空心村”的问题，殷都区吃透用活土

地政策，通过拆旧复垦，“一宅变四院”

等形式，有效盘活了闲置农村集体建

设用地资源，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推

动了农业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促进

了乡村振兴。

伦掌镇李炉村“空心村”复垦整治

面积 15亩，村委会在废弃地上栽树种

草，并且整村粉刷外墙、修筑硬化道

路、安装路灯、铺设下水道等，使整个

村庄焕然一新。该村村东头原来有一

个废弃的养殖场和一条臭水沟，通过

土地复垦整治，种上了各种花卉果树，

铺上草坪，形成了一个小径通幽、碧绿

遮天的游园，吸引了很多周边游客，成

了网红打卡地。

洪河屯乡东西五龙沟村，整村废

弃院落较多，通过土地复垦整治，昔日

坑坑洼洼的废弃地变成30余亩的集中

连片、生态良好的良田。

截至6月23日，殷都区已整治复垦

乡村建设用地3766.68亩，实现经济价

值2.6亿元，按照拆旧复垦收益分配比

例，收益的大部分归土地所有权人，为

村集体创造稳定收入来源。

殷都区自然资源局局长张庆说：

“殷都区通过乡村建设用地复垦整治，

进一步激活乡村土地利用潜力和经济

价值，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和生态

文明建设，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实现了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联动发

展。”

“四优四化”助力家禽业高质量发展

淇滨区美丽乡村开满“文明花”
殷都区“空心村”整治出新气象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7月 3日，

受省长王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

守刚委托，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召开全

省防汛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近期

防汛形势，安排部署强降雨防范应对

工作。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

省气象局分析了天气形势，水

利、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分别安排

了山洪及地质灾害防御、应急防范等

工作，郑州、安阳、鹤壁、新乡、信阳等

地汇报了防汛准备情况。

武国定强调，要高度重视局地强

降雨防范应对，深刻吸取历次暴雨灾

害教训，牢牢守住防汛安全底线；要

完善气象预警和防汛应急响应联动

机制，加强监测预报，加密会商研判，

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科学应对；

要紧紧抓住转移避险这个关键，严格

落实“123”“321”防汛应急工作要求，

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金标准；要

切实防范城市内涝，备足防汛物料，

加强隧道桥涵防守，确保城市安全运

行；加强对全社会的风险宣传，及时

发布预警和应急响应信息，提高全社

会风险防范意识；要严格值班值守，

各级防汛责任人坚守工作岗位，各级

防办 24小时值班值守，及时上报雨

情水情灾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建立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
毫不松懈抓好每个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见习记者许
金安 通讯员上官兵）6月 27日，洛阳市

伊滨区寇店镇一企业收到不予处罚的

通知，令企业负责人倍感意外和暖心。

6月10日，该企业因一台起重机械

逾期未检验，被伊滨区市场监管部门调

查，按照规定，应对企业处 3万~10万

元罚款。后经了解，该企业受疫情影响

处于半停产状态，起重机械并未使用。

伊滨区市场监管部门经研究决定不予

对其进行处罚，督促限期整改，消除安

全隐患。

今年以来，伊滨区市场监管部门

不断强化助企发展理念，深入推行“包

容审慎监管”，建立市场主体轻微违法

行为容错纠错机制，对情节轻微且及

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市场主

体，实行“首次不罚、告诫到位、下不为

例”。

同时，该局还对“四新”（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市场主体设置监

管“包容期”、纠错“观察期”、处罚“缓冲

期”，分别设定30天，在“三个期限”内，

优先采用辅导、建议、提示、告诫、约谈

等柔性执法方式，用《责令改正通知书》

《行政指导书》《合法经营承诺书》置换

《行政处罚决定书》，引导督促市场主体

依法经营。

首次不罚 告诫到位 下不为例

伊滨区“包容监管”让企业安心发展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余晓建王锋）7月1日，坐落在新乡市新

乡县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新乡精神展馆

正式开馆，开馆仪式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设置主会场，在中国农业科学院

新乡精神展馆（新乡县）及院属各机关、

各研究所设置分会场。

展馆包括序厅、发展历程、榜样故

事、薪火相传 4个部分，通过 400余件

图片、实物和近 2万文字，全方位、全过

程、全景式展示了植物保护专家齐兆

生、土壤专家王守纯、农田水利专家贾

大林、植物保护专家郭予元等老一辈

农业科学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扎根

广袤乡村，将平生所学与农业生产实

际结合，将全部的青春和热情奉献给

农业科技事业的家国情怀和感人故

事。

今年 5月，试运行期间的新乡精神

展馆被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7

部门评为首批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

“我们将以科学家精神为引领，强

化服务，优化环境，把新乡试验基地打

造成为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的农业科研

基地！”新乡县委书记祝显成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 1日，记者

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河南“三支一

扶”招募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招募对象

为今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含专科

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择业期内离校未

就业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20年

和2021年退役的服义务兵役高校毕业

生；我省全日制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

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照大

专、本科文化程度报考。服务期满合格

全部落实事业编制。

与往年相比，今年有一些新变化：

招募数量方面，今年招募名额比去年

增加 200 名，达到 3200 名。其中，支

教183名、支农331名、支医227名、帮

扶乡村振兴 581名、健康照护 278名、

水利 150名、林业 150名、就业和社会

保障 1300 名。招募人数在 2017 年

800 名的基础上翻两番，实现“五连

增”。

招募岗位方面，除往年就有的支

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水利、林

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岗位外，今年创

新设置健康照护岗位，为基层健康养老

事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名额分配方面，今年招募名额分配

重点向乡村振兴巩固提升县倾斜，向脱

贫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大别山等革命

老区倾斜，向帮扶乡村振兴岗位倾斜，

向原“三支一扶”人员使用和安置好的

地区倾斜，并对部分乡村振兴巩固提升

县、边远地区和重点支持地区实行招募

计划单列。

记者为考生梳理到几个重要时间

节点：2022年 7月 7日 9：00至 7月 9日

17：00，网上报名。2022年 7月 26日，

笔试。2022年 8月 15日 18：00，通过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三

支一扶”专栏查询进入面试人员名单，

通过河南人事考试网查询本人笔试成

绩。面试时间、地点和资格确认事宜由

各地“三支一扶”办另行通知。

“三支一扶”今年招募3200人
服务期满合格落实事业编制

中国农科院新乡精神展馆

正式开馆啦

7月1日下午，雨过天晴，新蔡县顿岗乡平楼村，忙碌插秧的村民、整齐的稻田，绘就

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摄

王明发研究员和李万利博士在鸿

发禽业孵化场检查鸡胚生长发育情况

田园画卷田园画卷

□本报记者 焦莫寒李丽 文/图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

自2018年河南省实施“四优四化”科

技支撑行动计划“草畜专项”以来，省农科

院家禽科研团队全力支持舞钢市鸿发禽

业有限公司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化建设，

推动企业实现了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蜕

变，在我省优质鸡产业的发展中起着引领

带动作用。

专家“把脉问诊”雪中送炭

舞钢市鸿发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鸿发禽业）成立于 2006 年，主要从事

青脚麻鸡种苗的繁育和销售，饲养规模

达 10 万套。但由于饲养的种鸡品种老

化，销售价格低、效益差。另外，由于种

鸡沙门氏菌阳性净化不严格，雏鸡质量

低，经常出现因滞销而被迫销毁的情况，

亏损严重。

“针对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我们整

个家禽团队经过细致调研，提出应对策

略。”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禽研究

室主任、研究员王明发说。

首先从品种入手，帮助企业繁育优良

品种。借助“四优四化”项目实施的契机，

省农科院家禽科研团队为企业引进团队

培育的“快慢羽自别雌雄青脚麻鸡”品种，

这个品种可依据雏鸡出壳时主覆翼羽长

短进行公母鉴别，有效避免了人工翻肛鉴

别带来的疫病交叉感染。

加强疫病监测。省农科院家禽科研

团队坚持早发现、早预防的理念，通过在

60日龄和 120日龄对种鸡进行两次沙门

氏菌阳性检测，降低了阳性母鸡在雏鸡中

的疫病垂直传播比例，提高了成活率。

同时推广新技术，实施绿色发展。省

农科院家禽科研团队在企业推广应用无

抗鸡蛋生产技术，强化绿色理念，加强品

牌建设，提升了产品品质和附加值。

通过专家“把脉问诊”，鸿发禽业实现

了进一步的品种改良和技术革新，产品的

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企业发展走上了快

速路。2021年，鸿发禽业被认定为河南省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质量提升+品牌建设
让企业显著增效

“产品质量提升了，企业经济效益也

跟着提升了。”鸿发禽业有关负责人表示，

引进的“快慢羽自别雌雄青脚麻鸡”和快

大型品种非常适合河南省优质肉鸡产业

化需要，受到养殖户普遍欢迎。如今，企

业已在全省60多个县市建立了完善的销

售网络，仅此一项，每年就为企业带来294

万元的收益。

为进一步实现提质增效，品牌建设就

显得尤为重要。

鸿发禽业以鸡苗生产为主，同时也有

相应的鸡蛋出售。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

农科院家禽科研团队在企业实施保障鸡

群肠道健康、抗体水平监测和预防免疫抑

制病等无抗生产技术，积极联络绿色玉米、

大豆产地生产合作社与企业组成联合体，

严把饲料加工、环境控制和生物制品应用

等关键生产环节，全面提升了鸡蛋质量。

2021 年，“鸿发优质鲜鸡蛋”被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 A级

产品，鸡蛋价格提高了近 40%，每年增加

收入120余万元。

龙头带动走出致富新路子

在省农科院家禽科研团队的帮助下，

鸿发禽业走上了良性发展的快速路，带动

了更多村民致富。

项目实施过程中，省农科院家禽科研

团队创新性地在企业推广“科技+公司+贫

困户”高效益产业运行

模 式 。 4 年 来 ，带 动

3400 多个村民发展优

质肉鸡饲养，使每个脱

贫户年均纯收入增加

2300元以上。

产 业 振 兴 的 力 量

不止于此。鸿发禽业

通过蛋鸡标准化场、有机

肥厂、饲料加工厂、仓储

加工等行业的发展完善，为

当地提供就业岗位 7000 个，带

动 600余户进行优质鸡蛋生产。企

业运作“土地流转+就业+分红”及“龙头

企业+基地”等模式，逐步形成多种成熟

的利益长效联结机制，实现了农户增收，

带动周边乡村经济的发展，走出了带动

致富的新路子。

在省农科院家禽科研团队技术支持

下，鸿发禽业坚持绿色发展、提升品质、创

响品牌和完善链条的发展理念，一步一个

脚印地实现自身高质量的发展，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