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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 驻许昌市鄢陵县望田镇

孙寨村第一书记

张杰坚持为群众办实事，先后

争取资金700余万元，新建了500

多平方米的标准化村党群服务中

心和2000多平方米的党建文化广

场。

硬化村内道路3.3千米，整村推

进“美化、亮化、绿化”工程，装配太

阳能路灯80盏，栽植果木5000余

株，改建220座卫生厕所；新建150

平方米村医疗养护中心，为周边村

庄群众提供就医康复护理服务。

他以农民合作社为平台，每年

帮助群众销售农产品价值上百万

元。

许辉 驻焦作市博爱县清化镇

街道南朱营村第一书记

驻村期间，他将果蔬种植和农

业休闲采摘作为产业主导方向，引

进资金222万余元，南朱营村已逐

步形成了“1234”产业发展模式。

围绕一个目标——产业兴旺，

确立产业发展两个方向——果蔬

种植及初加工和农业采摘，形成三

大产业——果蔬种植、休闲采摘、农

产品初加工，建好四个园区——100

亩大棚蔬菜种植园、130亩水果采摘

园、20亩农耕文化体验园和投资

180万余元的农产品初加工园，村集

体经济收入达48万余元，脱贫群众

收入持续稳定增加。

桂珂 驻鹤壁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岗街道

李福营村第一书记

他牢记第一书记职责使命，真心谋划、

真情付出，用真本事干实事赢得了群众的

尊敬和认可。

桂珂着力增强“造血”功能，使用2020

年驻村第一书记专项资金50万元，入股淇花

食用油公司，每年村集体增加收入4万元。

使用 2021年驻村第一书记专项资金

50万元，投资建设容量200千瓦的光伏发

电项目，每年将给村集体带来约7.5万元的

收益；在约110亩村集体农业设施用地上，

由牧原集团投资5000万元建设生猪养殖

项目，将提供就业岗位30个，增加村集体

收入25万元，为李福营村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

李玉洁 驻濮阳市濮阳县郎

中乡马白邱村第一书记

他谨记省交通运输厅党组嘱

托，立足乡村振兴，引入1000万元乡

村振兴基金支持产业发展，投入700

余万元新建鸽子养殖场、香肠厂；投

入90余万元、35辆车建立商品分拣

配送中心，提供就业岗位62个；仅

2021年支持消费扶贫117万余元。

他为民服务办实事，投入238万

元改善村基础设施，文化广场、荷花池

修缮一新，修建、新建村主干道、灌溉

机井，完善村小学基础设施；投入2.4

万元持续爱心助学资助24名学生。

他建强村党组织，2021年村党

支部获“河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孙汝斌 驻新乡市封丘县城

关乡李家庄村第一书记

他注重产业发展，筹建李家庄

村特色农业产业园项目，发展卫生

用纸分包产业，村民们实现了在家

门口就业，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

他积极协调资金项目提升村

内人居环境，改造村内的污水管道

系统，建设了村内的雨水花园项目，

创建“森林乡村”，开展春季绿化活

动和美丽庭院建设评比活动，开展

村域内县道、乡道和村道两侧的环

境整治活动，李家庄村被评为封丘

县“最美乡村”。此外，村内实现了

所有街道和农户监控全覆盖，提升

村民的获得感、安全感。

李志敏 驻信阳市罗山县楠杆

镇田堰村驻村第一书记

作为一名 85后女干部，她积

极响应号召，主动请缨来到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一线。

她积极寻求政策、资金支持，

实施各项民生提质工程，大力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村民之

家”等项目建设。

在她的带领下，田堰村发展优

势特色产业，形成“农业兴、产业

旺”的格局。

在她的带领下，成立村办集体

企业，形成“产加销”一体的产业模

式，让农民有收入、农业得发展、村

集体有收益。

韩雪霏 驻信阳市潢川县隆古

乡隆古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韩雪霏发展壮大本村

木制、铁制工艺品加工企业，目前产

品已远销亚欧美的20多个国家和地

区，产值9100多万元，解决就业岗位

140余个。

同时，利用312国道沿线1500

亩一般耕地(不改变土地性质)，打造

集大地景观、农耕体验、民俗民情、

科普教育于一体的休闲文旅片区。

韩雪霏协调省水利厅、省发改

委、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争取乡村

振兴项目资金3050万元；协调土地

资金，开工建设隆古村文创产业园，

发展聚集经济，预计年产值2亿元。

康静 驻信阳市淮滨县邓湾乡

罗营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她先后争取资金实

施一路、一桥、一沟、一渠、一安“五

个一”基础设施项目，同时提升村

内主干道及十二个胡同路面，促进

基础设施持续改善。

一路，建设罗营村四组—五组—

小学道路建设项目；一桥，实施罗

营村村口板涵改造项目；一沟，建

成通村公路排水沟；一渠，实施沟

塘清淤及污水处理项目；一安，实

施大埂路段波形护栏安防工程。

她开展“六防六促”行动，全村

群众有困有急找支部，凝心聚力共

同致富、艰苦奋斗共谋振兴。

宋明 驻商丘市民权县王桥镇麻

花庄村第一书记

他坚持科技赋能传统产业，四

赴省农科院，协调争取农副产品加

工研究所在麻花庄村设立了河南

省贡麻花加工技术产学研联合研

发中心，争取省农科院拨付资金

20万元，立项支持“贡麻花新产

品开发及加工工艺提升”项目。

他积极参与阿里巴巴电商

扶贫活动和电商销售，2021 年，

全村麻花产业总产值超 3000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突破 100

万元，村固定资产超千万元，

直接带动本地 200 余名从业

人员增收。

骆国利 驻周口市商水县汤庄

乡西赵桥村第一书记

他积极兴办产业，与本地企业

入股分红，成立“河南省商港综合

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周口市开拓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成村级快

递物流电商产业园，让本村群众实

现了“一公里就业和小块时间就

业”，村集体经济年收入50万元以

上。

他多方协调资金建设生态宜

居村，打造明亮工程，夜间照明全村

无死角，建成园林式村庄，开展“弘

扬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先进表

彰活动，利用村集体经济助学总计

2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刘婷婷

刘会宾 驻开封市通许县竖岗

镇前付村第一书记

他积极做好消费帮扶工作，

2019年消费帮扶芹菜等农产品19

万余元，2020 年消费帮扶西瓜

40.8 万元，2021 年消费帮扶西瓜

50.3万元，将农产品深加工，2022

年消费帮扶杂粮12.4万元。

刘会宾协调资金 400余万元

修建村内道路、生产路、环村路与

排水系统，改善村里的基础硬件设

施，安装广场健身器材、修建公共

厕所，为村民提供娱乐健身场所。

在村里开展好媳妇、好公婆评

选活动，发放奖品奖励10万余元，

营造淳朴的民风。

欧阳建新 驻开封市兰考县

三义寨乡付楼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他积极引进育苗龙

头企业投资1930万元建设现代农

业科技产业园，建成红薯标准化生

产基地1个、组培实验室1个、高标

准育苗恒温棚33座，解决63户村民

务工，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元。

建成标准化羊舍9座，养殖湖羊

2000多只，农户年收入超过5万元。

协调人居环境整治资金680万

元，投资420万元新建付楼小学教

学综合楼1栋。

目前，付楼村集体经济收入突

破30万元，获得“河南省文明村镇”

“河南省级卫生村”等殊荣。

张进川 驻洛阳市嵩县车村镇

天桥沟村第一书记

驻村以来，张进川因地制宜，引

入市场主体，盘活优质资源，重点打

造“省级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同时，引进研学、民宿、康养等

项目，带动群众就业；发展中药材、

香菇种植，提升群众收入；建设村

幼儿园、养老服务站、卫生院，提升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天桥沟村脱贫户和监测户人

均纯收入由2020年的14845元增

长到2021年的15694元。

天桥沟村先后获得了“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等荣誉称号。

多措并举 精准发力
推动“成建制派”整顿工作走深走实
——中共周口市委组织部

今年以来，周口市坚持把“成建

制派”作为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的

有力抓手，按照“整顿即创建”的工作

思路，明确“成建制派”村“后进变先

进、三年创五星”的整顿目标，在人员选

派、落实县委主体责任和解决突出问题

上下功夫，强力推动“成建制派”村整顿

提升。

通过乡镇点单、因村派人，选优派

强整顿力量；班子重组、机能再造，发挥

“成建制派”优势；7个县的县委书记直

接分包本县“成建制派”村，形成了“书记

挂帅、部门协同、乡镇参与”的整顿格局。

刘小攀 驻洛阳市栾川县陶湾

镇协心村第一书记

他支持引导返乡乡贤运营土

特产品加工厂，民宿宾馆提质升

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集体经

济收入持续增加。

他协调资金420万元开展灾后

重建，恢复建设安全饮水设施，修复

受损生产道路、村内道路与河道护

岸；争取资金实施乡村建设“十个

一”提升工程，改造提升村主要旅游

干道；村主要旅游干道获评全国“我

家门口那条最具人气路”及洛阳市

“十大最美乡村旅游道路”。

协心村荣获“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村”“市基层党建标杆式示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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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优配强选优配强””驻村第一书驻村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记和工作队，，是巩固拓展脱贫是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重要保证接的重要保证。。

20202020 年以来年以来，，全省数万全省数万

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主动请缨主动请缨、、义无反顾义无反顾，，把脚踩把脚踩

进泥土进泥土，，把汗抛向田野把汗抛向田野。。他们他们

来自不同行业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岗位，，都都

怀揣一颗初心怀揣一颗初心，，成为中原父老成为中原父老

乡亲们的领头雁乡亲们的领头雁、、主心骨主心骨、、贴贴

心人心人。。广大农村一线随处可广大农村一线随处可

见他们忙碌的身影见他们忙碌的身影，，在中原广在中原广

袤乡野上以时不我待的紧迫袤乡野上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和重任在肩的使命感感和重任在肩的使命感，，紧握紧握

““接力棒接力棒”，”，奋力书写乡村振兴奋力书写乡村振兴

的时代答卷的时代答卷。。中原大地一个中原大地一个

个村庄个村庄，，呈现日日新的面貌和呈现日日新的面貌和

风气风气，，涌现出一大批实绩过涌现出一大批实绩过

硬硬、、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

今年今年，，我省表彰了新一届我省表彰了新一届

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优秀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选派工作先进集体选派工作先进集体，，王豪等王豪等

150150名同志被授予名同志被授予““优秀驻村优秀驻村

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称号称号，，方舟等方舟等150150

名同志被授予名同志被授予““优秀驻村工作优秀驻村工作

队员队员””称号称号，，中共郑州市委组中共郑州市委组

织部机关委员会等织部机关委员会等5050个单位个单位

被授予被授予““驻村第一书记选派工驻村第一书记选派工

作先进集体作先进集体””称号称号，，郑州市农郑州市农

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组织宣传业农村工作委员会组织宣传

处等处等5050个单位被授予个单位被授予““驻村驻村

工作队选派工作先进集体工作队选派工作先进集体””称称

号号。。

一个典型一个典型，，一根标杆一根标杆；；一一

个先进个先进，，一种导向一种导向。。为充分发为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和引领作

用用，，今日今日，，本报推出本报推出““学习身边学习身边

榜样榜样 凝聚奋进力量凝聚奋进力量———驻村—驻村

记记””特别报道特别报道，，展现我省优秀展现我省优秀

驻村第一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工作队长（（员员））

及先进集体及先进集体，，在我省乡村产业在我省乡村产业

发展发展、、乡风文明乡风文明、、建强支部建强支部、、人人

居环境居环境、、消费帮扶等方面涌现消费帮扶等方面涌现

的典型事迹和作出的突出贡的典型事迹和作出的突出贡

献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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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 驻三门峡市卢氏县

双龙湾镇东虎岭村第一书记

他邀请大学教授指导种

植的连翘，被省鉴定为河南省

中药材新品种，结出的连翘果

价格翻一番。今年，东虎岭村

仅连翘种植一项，实现人均增

收8000元以上。

他带领乡亲们探索“连翘+

民宿+康养+培训”模式，举办连

翘花季系列活动 2次，打造精品

康养民宿 22套，村里“农游一体

化”正在蓬勃发展。

他驻村两年多来，东虎岭村先

后获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首批

“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吴和福 驻洛阳市嵩县城关镇

杨岭村第一书记

驻村近八年来，吴和福通过建

强支部、发展产业、完善治理，让曾

经一穷二白、一盘散沙的杨岭村不

仅摘掉贫困帽子，还先后被县里评

为“脱贫攻坚先进村”“产业发展先

进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壮大产业方面，目前全村丹参

种植面积达2100亩，并带动周边3

个村种植，形成了以杨岭村为中心

的丹参产业基地，“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双绑”模式。

如今，杨岭村从一个靠天吃饭

的传统农业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

的千亩丹参种植示范村。

石广伟 驻商丘市睢县河集乡

枣元村第一书记

“生活在枣元，日子比蜜甜！”

这是枣元村村民对市驻村第一书

记石广伟的真情告白。

石广伟邀请教授赴村开展技

术指导，聘请科技特派员驻点指

导，优化制菌技术，更新平菇品种，

村年增收100万元以上。

此外，石广伟还争取到690万

元资金建设专业化生产车间，购置

烘干设备，根据市场行情灵活决定

“卖”与“不卖”，降低种植风险。

目前，全村年产平菇2100吨，

总产值达 3000万元，已成为全省

最大的熟料栽培平菇生产基地。

王欣东 驻南阳市方城县古庄

店镇官庄村第一书记

驻村4年多来，他把自己在农

业一线积攒的经验、技术和理念带

进了这个小村庄。

官庄村耕地缺少灌溉用水，为

改变这个状况，王欣东和村支书先

后 10余次外出跑项目，修建生产

道路3公里、沟渠桥涵10米，打机

井70余眼，建成了集中连片、设施

齐全的高标准农田3000余亩。

他牵头成立合作社，建立“农

户+合作社+企业”的“双绑”机制，

一季下来村民增收44万余元。

官庄村也被县里命名为新时

代“标兵村”“红旗村”。

践行水利初心 担当振兴使命
——省水利厅党组

2015 年以来，省水利厅累计

投入项目资金 7369.7 万元，协调

引进项目资金9349.41万元，筹集

捐赠帮扶专项基金 420万元。

省水利厅根据驻村工作队调研，

帮助范县东张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建成了柳溪小镇，每年吸引游客3万

人次以上，带动东张村及周边村共

800多户农户吃上了旅游产业饭。

在厅党组指导下，确山县肖庄

村着力发展手工小提琴制造业、香

菇种植和乡村旅游，上蔡县程老村

主要走发展集体经济、村民入股分

红的路子。

张景伟 驻平顶山市鲁山县赵

村镇赵村第一书记

他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申

请产业资金和动员企业自筹资金

1000多万元，大力发展民宿集体

经济，村集体收入 2022年超过 26

万元，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打

造“豫涧”系列特色民俗集群。

他多方协调资金 1100万元，

修建沿河步道、文化广场和公共卫

生设施等，建设生态宜居村。

他积极开展红白事移风易俗，

为全村80岁以上老年举办饺子宴

及生日开展送蛋糕棉被活动，引导

孝亲风尚。

李标锐 驻平顶山市郏县李口

镇小昝庄村第一书记

抓产业，他帮助村里成立合作

社，按照“支部+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发展蔬菜大棚种植项目，走出

了一条以反季蔬菜、车厘子、彩虹

西瓜等特色种植为主的发展路子。

现规模已达 60余亩，常年为

村民提供60余个就业岗位。培养

出张巧玲、郭保安等 6 名种植能

手，带动附近 30多户村民发展特

色果蔬种植。

此外，他还积极协调外部资金

300多万元，实施美丽乡村项目，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寇社平 驻安阳市汤阴县菜园

镇后皇甫村第一书记

他办好惠民实事，引来资金建

成红湖党建文化公园，引来资金实

现排水沟改造全覆盖，实施了水冲

式厕所改造项目……五年来累计

协调 1300多万元，让全村柏油路

面宽阔平坦，街道路灯明亮，天然

气通各家各户。

他大力发展小米种植等特色

产业，连续两年消费帮扶额超过30

万元。五年来，他带领村“两委”发

展了集体服装厂、光伏电站等资产

收益项目，全年收益超过25万元，

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曹华伟 驻洛阳市洛宁县城郊乡在

礼村第一书记

他着重在发展产业上下功夫，协调

399万元财政资金，促成1个冷库仓储物

流项目落地在礼村，该项目每年可带来24

万元以上收益，村集体经济总收入每年可

超36万元。

他筹措资金187万元为村集体购置商

品门面房用于出租，获取收益，提高集体经

济“造血”功能。

他协调资金为村小学建设学校图书馆

和阅览室；向学校困难学生资助助学金和

学习用品；向患重病住院治疗脱贫户捐助

医疗救助金……曹华伟用心用情赢得了人

民群众的信任。

尹宗琦 驻洛阳市栾川县庙子

镇河南村第一书记

他坚持党建引领，以村“两委”

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班子。通过

带优支书、带强班子、带好队伍，努

力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

他坚持产业为基，推进强村富

民。建成食用菌种植基地、物流仓

库、“龙峪湾·铁路驿站”集体民宿、

电商直播间、特色农副产品交易中

心等，带动 30多名弱劳动力实现

家门口就业，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

20万元。

河南村获“洛阳市文明村”“洛

阳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殊荣。

马新云 驻漯河市舞阳县侯集镇余

庄村第一书记

他将 60亩集体用地流转给种植大

户种植优质生姜，充分利用电视、微信等

平台加大宣传，拓展销售渠道。

他鼓励支持有想法、有技术的村民

自办小微企业，投资200万元将原来污

染环境的彩瓦厂改造成了鑫博大购物中

心，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引

进襄舞制鞋厂加工车间进驻，投入资金

近30万元，帮助51名村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

他坚持用一颗爱心倾注余庄村的

家家户户，先后协调100余万元修建

人行步道、整治村室广场，改善人居

环境。

范志峰 驻南阳市淅川县九重

镇武店村第一书记

范志峰与村“两委”共谋壮大村

集体经济的发展之路。短期发展黄

粉虫、蔬菜、香菇等，中期发展软籽

石榴，长期发展乡村旅游业，2022

年村集体经济增收 12.62万元。

他积极协调省医学会举办“走

基层·送健康”系列活动，使省两家

三甲医院的重点科室与武店村签订

对口帮扶协议；为村里80岁以上老

人过生日；拿出个人工资 3 万元发

起成立武店村“育苗助学教育专项

金”；先后引进多个产业项目，每年

为村提供用工岗位百余人，提升了

村民们的幸福感、获得感。

马永欣 驻南阳市社旗县大冯

营镇张腰庄村第一书记

2020 年年初，西藏挂职刚结

束，他就积极报名担任驻村第一

书记。

驻村期间，他摸索实践了“三

紧抓一结合”党建工作法；编制了

张腰庄村乡村振兴五年发展规划；

新引进8家优质特色生产企业；村

集体收入达到 62万元；集体资产

突破 1000万元；引进各类建设资

金 2016 万元；主导开展了 2个自

然村宜居乡村建设。

张腰庄村被列为乡村振兴示

范村，由原来的落后村变成了远近

闻名的脱贫致富明星村。

李海军 驻商丘市宁陵县城郊

乡胡二庄村第一书记

他发挥帮扶优势，采取“资金帮

扶、订单帮助、管理帮带”的方式精

准对接帮扶单位资源，指导驻村工作

队大力发展村集体企业。截至今年9

月底，四年多来累计生产服装194.06

万件（套），实现产值 2990.38万元，

60 多名群众务工收入 495.96万元，

连续四年村集体收入过百万元。

他在改善民生福祉上接受群众

的检验，村集体累计投入养老服务、

教育奖励等惠民实事资金46.46万

元，精神文明建设资金6.85 万元，让

胡二庄村村民们享受到真实的、愉

悦的、满足的幸福感。

方治强 驻南阳市南召县城郊

乡竹园沟村第一书记

他多方协调帮扶物资价值300

余万元，做规划、装路灯、修道路、打

水井、整环境，建设南召县唯一两个

乡村教育寄宿制学校、电商基地，助

推竹园沟村驶入脱贫致富的快车道。

竹园沟一年一个样，村党建广

场建起来了、道路修通了、路灯亮起

来了、基础设施完善了、产教融合示

范区规划好了、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丹霞产业学院筹建了、南阳师范学

院新材料科学与工程产业学院落地

了、新乡中建成投入使用了、新郑小

学顺利开学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脱

贫群众的腰包鼓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