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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小单元 汇聚大平安

“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李水安靳莹莹

9月 23日，草庵茶舍、翠竹环绕下

的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茶庵李村幸

福院内，10多位老人欢聚在一起，打纸

牌、做理疗。

曾经的茶庵李村，蛤蟆洼、盐碱

坡、芦草茅草遍地是、不长庄稼。2017

年以来，该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实施

果树进村，建设村文化服务中心、乡愁

馆等；投资 80 多万元建设幸福大食

堂、幸福院，每月初九为村内 86位 7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聚餐活动；引

进晚晴养老公寓等产业，人均年收入

1.8万元以上；该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

村、国家公共文化体系创建试点、河南

省党建示范点等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脱贫攻坚到

乡村振兴，由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

创造一个个奇迹，打造一个个建安样

板，建安区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抢抓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机遇，大力推

动城市服务向农村拓展，城市产业向

农村下沉，城市功能向农村延伸，谱写

了新时代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

丽诗篇。

产业兴旺增强振兴活力

建安区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程来抓，谋

划实施了东部生态旅游养生产业带、西

部都市农业产业带、南部颍河湿地产业

带；围绕红色文化、孝善文化、三国文化

等，推介4条旅游线路、35个旅游景点，

一大批“合作社+”“电商+”“文旅+”等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蓬勃发展。

建成高标准农田77.4万亩，其中高

效节水灌溉68.7万亩，粮食总产量稳定

在 60万吨以上；培育市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28家，其中，国家级2家、

省级5家、市级21家；新建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点 12个，认定“三品一标”企

业18家、“三品一标”产品37个，“建安

草莓”等新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该区打造了桂村王门绿色农牧、五

女店老庄陈葫芦文化、灵井霍庄社火传

承、苏桥丈地清真饮食等40个“一村一

品”专业村；灵井镇霍庄村入选“2020

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镇亿元村”名

单，被命名为“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

范基地”“河南省文化产业特色乡村”；

桂村乡水道杨村入选河南省乡村旅游

特色村，乐佳美学生活农场被命名为

“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704家，建成

现代农场930家，认定星级农场30家；

建成社区工厂 131家，涵盖服饰加工、

棉纺加工、档发加工、食用菌等七大类，

带动就业4300多人；村内建社区工厂、

村外建现代农场的“建安案例”入选《全

省乡村振兴示范案例汇编》，为省、市乡

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方案。

生态宜居扮靓乡村颜值

青泥河畔，芦苇飘荡，蒋李集镇寇

庄村——这个20世纪90年代的“小康

村”，在 2016 年 6 月实施整村新建改

造，260多户群众住上了宽敞明亮的二

层洋楼。如今，条条道路宽敞整洁，栋

栋楼房整齐排列，串串枣子挂满枝头，

颗颗石榴压弯枝条，处处洋溢着诗情画

意。

“河道水清了，街上路灯亮了，水泥

路通到了家门口，自来水、天然气通到

了厨房，生活很幸福。”谈起现在的生

活，建安区蒋李集镇寇庄村5组群众刘

大峰乐得合不拢嘴。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整治人居环境，推进果树进村、

青藤上房，建设生态宜居美丽建安。”建

安区委书记马浩多次在人居环境整治

专题会议上强调，开展乡村清洁美化行

动，镇区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污水治理、

厕所革命专项行动，“拆违”、通路行动

——建安区人居环境整治见真招、出实

效。

2014年以来，建安区累计投入资

金5亿多元，出动120000多人次，动用

机械13700多台次，清理垃圾、杂物等

90200多吨、广告 18000多处、“四荒”

957个、塘沟80多公里、河流26条 170

公里，种植果树 320000 多株；创建省

级“千万工程”示范村37个，市级“千万

工程”示范村6个、示范乡镇4个、美丽

小镇 4个，“四美乡村”达标 150多个，

评出“五好家庭”5万余户（次）、“文明

商户”500余户；（下转第二版）

许昌市建安区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翁应峰文/图

“走，下乡去，看看我们网格员是如

何工作的！”9月 19日，光山县委大院，

邓中阳拉着记者，跨上汽车，首站直奔

槐店乡。

邓中阳原是信阳市公安局三级警

长，去年10月作为墩苗干部，任光山县

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金秋的光山，田野斑斓，美景如

画。走进槐店乡综治中心，群众来访接

待室、矛盾调处室、综合协调室、心理咨

询室等科室俱全，一名网格员正给两名

群众调解矛盾。二楼会议室大屏幕上，

播放着不久前邓中阳给网格员做培训

的画面。“我们正在开展‘网格化治理’

工作，做好网格员的培训，特别重要！”

邓中阳说。

去年，邓中阳刚上任时，正赶上“三

零”创建［创建“零上访、零事故、零案

件”村（社区）、企事业单位］，邓中阳立

即组织动员全县各级平安创建单位认

真落实全省平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迅

速掀起“三零”创建热潮，全县 1595个

主体投入创建工作。

“村、社区、企事业单位是社会综

合治理的末端，也往往是社会矛盾产

生的源头。”邓中阳说，落实好“三零”

创建工作，要做到关口前移、重心下

移，把群众力量整合起来，打通基层社

会治理“最后一公里”。

参与创建的 364 个村（社区）、

1231个企事业单位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各级领导干部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最大

限度把各类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化解

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全县村（社

区）“三零”创建达标率 88.46%，企事

业单位达标率99.19%，以基层细胞单

元的“小治安”汇聚光山“大平安”。

离开槐店乡，记者来到文殊乡。

“网格的作用真大！”文殊乡王堂村村

民程义厚告诉记者，不久前，他家的水

牛不见了，他赶紧告诉村党支部书记

骆文霞，骆文霞第一时间在文殊乡网

格群内发布水牛失窃信息，乡综治中

心立即安排网格员排查。经过摸排，

发现辖区居民张某有嫌疑，立即报告

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和调取视频，

证实张某有作案嫌疑，随即将张某抓

获，帮程义厚找到了水牛。

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我

们以‘三零’创建为目标，依托市委

‘1335’工作布局，以党建统领基层治

理为抓手，将网格化管理打造成基层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平台和办

好民生实事的服务性舞台，实行‘一个

网格管治理’模式。”邓中阳说，在充分

调查摸底，保证地域整体性、相对独立

性和便于工作管理的基础上，将各村、

社区再度细化，全县划分为1900个网

格，通过招聘、选聘，配备网格长 1900

人、专职网格员 5668 人、兼职网格员

1900人、网格指导员 1900人。同时，

推动33个县直单位入格，实现“网格吹

哨、部门报到”，达到“微事不出格、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乡”。

南向店乡天灯村位于大别山深处，

这几天，脱贫户何传瑞有事没事都要到

村口看看。“盼邓书记来，又不想让他

来。”何传瑞说，盼邓书记来，是因为想

他，不想让邓书记来，是因为路远，来一

趟不容易。

今年 4 月，在“支部联支部”活动

中，县委政法委党支部包联该村。“邓书

记来后，首先对天灯村党支部建设情况

进行调研，确定‘支部联支部’任务清

单，按照‘2+1’的模式进行分配包干，

明确完成时限。”天灯村党支部书记程

再君说，“工作中，邓书记为村里争资金

跑项目，帮助整修道路，还争取到1600

棵水杉树、协调龙洼村民组人居环境示

范点打造、龙头桥拦河坝整修、毛楼村

民组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采访结束已是傍晚，不少村民在橘

黄色的灯光下聊天、休闲，一片祥和。

“只有社会和谐稳定，国家才能长

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乡村才能

振兴发展。”邓中阳说。

9月26日，游
客在汝州市焦村
镇梁窑村一处石
榴 园 内 采 摘 石
榴 。 该 园 流 转
2000亩岗坡地种
植的软籽石榴如
今已有 700 亩进
入盛果期，吸引众
多游客争相购买，
带 动 了 群 众 增
收。本报记者 杨
远高通讯员崔高
阳 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 月 23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漯河市调研“三

秋”生产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工

作。

武国定带领省农业农村厅负责

同志和农业专家，先后来到漯河市郾

城区孟庙镇、李集镇和临颍县瓦店镇

等地，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三

秋”生产、秸秆禁烧和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等情况，并与基层干部群

众、种植大户、农业专家详细交流，了

解复合种植的品种特点、配套机具、

生产效益和存在问题等。

武国定强调，当前正是“三秋”生

产的关键时期，各地要科学组织，确保

秋粮丰产丰收。要推行玉米适时晚

收，延长籽粒灌浆时间，降低水分含

量，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要总结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经验，探索完

善种植方案和管理模式，为下步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要组织好机收会战，搞

好农机调度和机手培训，做好服务保

障，确保实现适时收获、颗粒归仓；要

持续抓好秸秆禁烧，坚持抓早抓小、疏

堵结合、严防严控，不断提高秸秆综合

利用水平；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三

秋”生产顺利进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 月 24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新乡市平原示范

区调研神农种业实验室建设工作。

目前，神农种业实验室科研设施

区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搬迁入驻、设

备调试等各项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小麦、花生、大豆、蔬菜等育种研发团

队已组建完成，今年已有8个农作物

新品种通过审定，63个农作物新品

系正在参加国家或省级区域试验，主

持完成并申报省科技成果奖2项。

在听取有关单位汇报后，武国定

指出，建设神农种业实验室，是省委、省

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开展种源

“卡脖子”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的

具体行动。要尽快完善基础设施，为科

研人员创造良好的工作和实验环境；要

加快搬迁入驻进度，实验室的科研团队

要能驻尽驻；要尽快启动二期工程规划

建设，满足更多一流科研团队入驻需

要；要围绕种源“卡脖子”问题，开展联

合攻关，争取多出快出一流创新成果；

要全力打造国家种业科技创新高地，为

振兴民族种业贡献河南力量。

本报讯（记者王旭）9月26日，省

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

开封专场新闻发布会。开封市委书记

高建军介绍，全市 GDP从 2012 年的

1218.03 亿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2557.03亿元，总量实现翻番；一般公

共 预 算 收 入 由 61.92 亿 元 增 长 到

179.27亿元，全市综合实力进入全省

第二方阵。

这十年，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活

品质显著提升。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由 2012年的 1.71万元增长

至 2021年的 3.42 万元。经过 8年持

续奋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7.9万户、25.6万人

全部脱贫，406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

部脱贫出列。

这十年，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文化

自信更加彰显。目前，全市现有国家

级文物保护单位 24处 27项、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65处68项、A级以上景区

21 家。“大宋中国年”“大宋不夜城”

“夜开封·欢乐宋”“研学开封读懂中

国”等特色文化品牌日益响亮。

本报讯（记者王旭）9月26日，省

委宣传部举办“河南这十年”主题系列

安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安阳市委书记

袁家健介绍，截至 2021年年底，全市

生产总值达到 2435.47亿元，是 2012

年的1.4倍；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

破200亿元大关，是2012年的2.4倍；

城乡居民住户存款 2727 亿元，是

2012 年的 3.1 倍。在 2021 年全省高

质量发展考核中，排名第三。

全市城镇化率十年提升13.6个百

分点。十年来，建成公园游园102个，

新增城市绿地 849公顷，新改建市政

道路347条，54个主要路口分流岛投

入使用，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

在去年 97个全国文明城市年度测评

中位列全国第三、全省第一。组织开

展“百家市直单位包百村”，以点带面

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平，被

表彰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先进市”。

十年来，全市财政累计用于民生

方面的支出 2375.9 亿元，城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6.6%、8.8%，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

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侠）9月26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22年国庆

假期放假时间为：10月 1日（星期六）

至10月 7日（星期五），共7天。根据

《交通运输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

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国庆假期高速

公路通行免费。

免费时间为 10 月 1 日零时~10

月 7日 24时，共7天；免费车型：高速

公路免费通行的车辆范围为7座以下

（含7座）载客车辆。

国庆假期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

作为 2022 年最后一个长假，预计今

年国庆假期的出行热度将持续走高，

有望形成继暑期之后的第二波出游

高峰。预计国庆7天假期我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出口总流量将达到 1480万

辆，日均流量约210万辆，较日常日均

流量增长约61.5%。

易拥堵路段预测：结合高速公路免

费政策和日常高速公路拥堵情况综合

分析，国庆节期间热门城市及景区附近

高速的拥堵范围较日常有所扩大。其

中，主要拥堵路段有：京港澳高速郑州

市区至机场段及新乡至郑州段、连霍高

速郑州市区至巩义隧道段、郑栾（尧）高

速市区至郑州绕城段和始祖山隧道段、

许广高速许昌南至襄县段、大广高速与

郑民高速互通、京港澳高速与晋新高速

互通、大广高速与菏宝高速互通等。

科学组织“三秋”生产
努力实现丰产丰收

加快神农种业实验室建设
着力解决种源卡脖子问题

安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8%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国庆假期我省这些路段易拥堵

开封十年来GDP增长超一倍

习近平为《复兴文库》作序言强调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
在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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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阳（左）在槐店乡综治中心调研

岗坡地岗坡地
长出致富果长出致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