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振辉

眼下已入初冬，淅川县丹江两岸层

林尽染，一排排徽派移民新居，在晴空

下显得别样秀丽。

11月 18日，该县马蹬镇艾草种植

大户胡某，正带领 20多名移民乡亲在

艾草加工车间里忙碌。“今年总共种了

500多亩艾草，加上深加工收入，能上

50万元。”老胡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老胡曾是一名“上访户”。他在丹

江口水库经营游船多年，却因环保问题

失去了生计，无奈之下便奔走上访。好

在信访干部及时跟踪，帮他拿到了救助

金、参加了培训、引进了艾草，这才有了

东山再起的事业。

淅川县是全国水库移民大县，半个

多世纪中，先后移民36.8万人。去年5

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该县邹庄

移民新村，为移民后续稳定发展把舵定

向，并殷殷嘱托：“让移民群众的日子芝

麻开花节节高。”

淅川县委、县政府牢记总书记嘱

托，扎实开展“我为移民群众办实事”活

动，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解民忧、

纾民困、暖民心，筑牢了库区社会和谐

稳定的根基。

当好移民增收“服务员”。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实施后，为确保一库清水永

续北送，环保门槛进一步提高，库区产

业发展受限，矛盾剧增，信访频发。该

县坚持用发展思路破解移民信访难题，

持续对移民进行种植、养殖、农副产品

加工、家政、电商、电焊等生产实用技术

和就业技能培训。仅2021年以来，就

累计投入移民培训资金200万元，培训

移民2345人次，培育了一批有文化、懂

技术、会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有效提高

了移民转岗就业和市场竞争能力。淅

川县委书记周大鹏表示：“我们就是要

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拼劲，凝心

聚力把各项移民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让移民群众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日子越

过越红火！”

当好移民矛盾“调解员”。为协调

化解县内以及与外地配合处理的信访

案件，该县建立了“网格+党员+信访”

信访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机制，用足用活

各类政策资源，对移民信访问题甄别分

类，研究制定30多项配套政策，精准施

策、分类施治。同时实行“一把手”工

程，开通民生热线和移民信访直通车。

移民群众有困难，拨打民生热线就可直

接向县委书记、县长反映。近年来，通

过此种方式推动解决重大疑难信访问

题126批次，县委书记、县长现场面对

面解决问题21批次。

当好移民政策“宣传员”。信访工

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纪律

性，该县积极拓宽用人视野，把一批服

务意识强、理论水平高、工作作风好的

人员充实到信访干部队伍中，选优配强

信访工作力量。在实际工作中，采用

“培训学、集中学、交流学”的“三学”模

式，培养了一批信访工作的“政策通”。

去年以来，在移民后扶人口信息审核工

作中，面对涉及移民人口信息的 80余

起矛盾纠纷，“政策通”们把政策讲清、

把问题说透，让移民群众心头敞敞亮

亮，使问题全部得到快速消化处理。

自2015年以来，该县信访批次、人

数均下降 90%以上，信访事项办理群

众满意率达 95%以上，信访工作连续

四年受到省、市表彰。其中，移民问题

信访量由占全县信访总量的 30%以

上，降到了不足 1%。2021年 7月，该

县被国家信访局授予全国信访工作“三

无县”。“人无难事不上访。只有不忘初

心，帮助移民群众排忧解难，不欠政策

账、感情账，才能打通信访便民服务通

道，把信访矛盾化解在基层。”淅川县县

长王兴勇如是说。

□黄红立许金安赵孝菊张翠翠

“‘减灾日’给救援队捐献3台价值

3万多元的救生艇，‘公益日’捐款 2万

元，近年来捐款20余万元，公司先后荣

获‘商贸流通业’‘百企帮百村’先进单

位等称号，王全武被推选为市政协委

员、县工商联副主席……”

11月20日，说起洛宁县王五商贸有

限公司和总经理王全武，洛宁县委统战

部副部长司海峰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1994年以来，王全武坚持“先正人

品再卖商品”“买卖公道，货真价实，童

叟无欺”，从一爿粮油小店起家，发展成

为拥有10余家分店的大型知名本土商

超，有效保障居民“菜篮子”“米袋子”，

为300余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咱就是‘卖货郎’，啥是咱的？都

是老百姓的，百姓是衣食父母！”王全武

说，父亲的话他铭记在心。

一支拨浪鼓

“卖货郎”也叫“货郎挑”，一副扁担、

两只木箱、一支拨浪鼓是全部“家当”。

货郎历史悠久，宋代已经流行，《清

明上河图》中就有两架货郎担子。过去

货郎肩挑货担走街串巷，摇鼓叫卖，一

副货担就是一个“百货店”，鼓声响起，

欢乐了多少孩童。

王全武客厅储物柜上就摆放着一

支拨浪鼓，手柄油光发亮，鼓面灰暗。

王全武说，那是爷爷年轻时用过的，有

七八十年历史了。

王家是回族人。王全武爷爷王振

的祖籍是宜阳县韩城镇，奶奶是洛宁县

王范回族镇人，新中国成立前育有六男

二女，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

代，一家人食不果腹，连续七八年借粮，

债台高筑无力偿还。

1927年，王振以房抵债，一家人来

到王全武奶奶的娘家洛宁王范街。王

全武说，王范街当时很有名，有“不知永

宁（洛宁县之前叫永宁县）府，但知王范

街”一说。爷爷当起“卖货郎”，县城有

集会时就在街头叫卖，平日里走村串

巷，拨浪鼓清脆悠远的响声惊艳了贫瘠

的乡村，也寄托着一家人的希冀。

1951年，18岁的王全武父亲王令

中参军，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6

年复员被安置在粮食局。1961年 9月，

由于种种原因，王全武父母带着刚满1

岁的王全武大哥“支边”新疆塔城。

王全武 1973 年在塔城出生，上有

四个哥哥，他排行老五。

1978年王令中举家返回洛宁并复

岗。后来，王家五兄弟都在粮食局上

班。这期间，王全武的爷爷一直是“卖

货郎”。

1983 年，王令中下岗，接手“卖货

郎”，将“家当”升级为架子车，“小百货”

也变成了粮油，仍是街边地摊。王全武

上初中时就跟着父母摆摊，这为他后来

驰骋商海奠定了基础。

1994年，王全武结婚不久也下岗，

他接过了父母的架子车，在城区长虹路

租用70平方米店面，继续粮油、面条加

工生意，结束了两代人的漂泊。

王全武视爷爷的拨浪鼓为宝贝，数

次搬家都置于显眼位置：“时刻提醒自

己，王家有几十年的‘卖货郎’生涯，拨

浪鼓就是王家的根和魂，拨浪鼓的本质

是买卖公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一颗为民心

王全武认为，诚信是经商之道，更

是做人之本。

20世纪 90年代，粮油店准许卖散

装油。掺假、以次充好成为不少商家的

谋利方式，但王全武坚持卖“良心油”。

1998年 9月的一天上午，王家的食

用油卖完了，下午才能到货。王全武推

荐附近粮油店，但群众不干：“俺们就信

你，等油回来。”

“五六十人排队等待，场面很壮观，

也很感人！”王全武说，“信任是拿钱买不

来的，从那时起，懂得了‘你怎样对待群

众，群众就会怎样对待你’的真正含义。”

小店面无法满足需求。2010年，王

全武又租用紧邻的230多平方米门店创

办“王五超市”，以爷爷“卖货郎”为原型

设计了LOGO，招牌底色为“邮政绿”，王

全武说：“那是回族人崇尚的颜色。”

王全武很快成为“金龙鱼”“鲁花”

等食用油的洛宁总代理，诚信经营，三

四年光景，“王五超市”在洛宁县城几乎

路人皆知。

2014年 10月，“王五超市”升级为

王五商贸有限公司，王全武任总经理，

下岗的两个哥哥也加入战队，店面扩大

到 800多平方米，服装、食品、粮油、蔬

菜、水果等应有尽有，成为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超市。

近年来，王全武又在县城布局了11

家分店，总营业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

仓储3000平方米，固定资产5000万元，

安置350余人就业，成为当地扩大就业、

服务民生、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此外，还帮助群众销售沙梨、苹果、蔬菜、

玉米糁等农副产品。

30多岁的王范回族镇王西社区居

民杨远军是聋哑人士，就业无门，一年

前他的妈妈找到王全武。

“让兄弟过来，只要超市在，就会有

他一碗饭！”

“超市真是帮了大忙，今年帮助俺

销售1万多斤。”小界乡贾窑村的果农王

铁成对王五商贸有限公司直竖大拇

指。他和哥哥种植金珠沙梨 10余亩，

王全武承诺“包圆儿”。

统计显示，2021年 5月以来，王五

商贸有限公司帮助当地销售金珠沙梨、

上戈苹果、香菇、大白菜、青萝卜、红薯

等69万斤。

40岁的马丽花之前在农村帮别人

收烟叶、干零活，2019年 5月到王五商

贸有限公司老城店担任生鲜理货员，良

好的工作环境和融洽的关系，让她找到

了实现价值的平台。2021年，她动员儿

子到王五商贸有限公司做暑假工，如今

儿子已担任组长职务。

洛宁县工商联主席、县教体局副局

长段笑波说，“小超市，大民生”，王全武

扎根农村，情系群众，奉献爱心，发挥

“稳定器”作用，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民营

企业家的责任担当。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左朝
君崔斌）11月21日，农业农村部公布

2022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秋

季）精品景点线路推介 54条。其中，

我省济源“秋游中原，畅玩济源”上榜

秋季精品线路。

“秋游中原，畅玩济源”的旅游线

路是济源市区-花石村-黄河明珠西

滩岛-黄河湿地公园-双堂核桃小镇-

无界星空野奢营地。

近年来，济源加快实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在乡村旅游发展

中，根据现有地理条件、资源禀赋选择

发展路子，按照传统景区依托型、脱贫

攻坚带动型、特色产业支撑型、美丽乡

村转化型、红色资源传承型、传统村落

利用型等发展模式，打造了23个设施齐

全、功能多样的休闲旅游村庄，推介了

23条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线路。

济源乡村旅游的目标已经敲定：

到2025年，累计创建100个休闲旅游

村庄，新打造 100 家特色旅游民宿、

100家“后备厢”工程示范基地、100个

乡村休闲农业基地，力争实现乡村休

闲旅游接待人次年均增长15%以上、

旅游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

济源上榜2022中国美丽乡村
休闲旅游行（秋季）精品线路推介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韩
静）“要不是政府的灾后重建工程，帮

村里挖沟清淤，我承包的这片地不可

能取得夏秋两季大丰收。”11月14日，

在临颍县瓦店镇，种粮大户杨志业在

自家流转的 360亩地地头，看着长势

喜人的麦苗，颇为感慨。

2021年“7·20”特大洪涝灾害发

生以后，临颍县农田水利、道路交通、

城市基础设施等遭受了较大损失。该

县按照省市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的

安排部署，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开

展救灾工作，争取上级各类救灾补助

资金9052万元，及时发放到受灾群众

手中。同时积极申报 2022年度水毁

农田、水利设施、地下水超载治理、乡

村道路、小区基础设施配套等共 8个

灾后恢复重建项目，总投资1.7亿元。

在此基础上，临颍县成立了以县委

书记、县长为组长的灾后恢复重建领导

小组，对重建项目建设做出安排部署，

按照“项目投资完成率100%、项目竣工

率100%、资金拨付到位率100%”的目

标来实施，实现了项目投资与形象进度

一致、项目进展与资金支付同步。

截至目前，临颍县灾后恢复重建8

个项目已完工6个，2个接近尾声，年底

前可全部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为全

县受灾群众提供更好生产生活条件，

届时受惠群众将累计达到23万人。

临颍县高质量实施灾后恢复重建项目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郭飞）

“常言说得好，高岗填土，锦上添花，好

上加好的事，大家都愿意去做。如果我

们在‘五星’支部创建中，克服畏难情

绪，敢于先行、勇于创优、善于出彩，就

能得到更多辖区居民的关注和支持，真

正成为居民群众的‘暖心人’。”11月21

日，漯河市召陵区天桥街道漓江路社区

副主任靳会杰在社区“五星”支部创建

讲评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心得。

今年以来，漓江路社区以争“五

星”为要、以树标杆为总，突出“‘严’标

准、‘强’过程、‘融’质效、‘好’品牌”的

“四字”工作法，顺利推进“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在召陵区社区“五星”支部

创建排名中位居前列。

突出“严”标准。在街道党工委的

指导下，聚焦社区“五星”支部创建标

准，把五大块、27项创建任务根据社

区实际工作细化到96项，绘制一张创

“星”总规划图，挂图作战，直面短板，

精准发力。

突出“强”过程。实行五级网格化

管理，从一级网格长到五级楼栋长，责

任到人、各司其职。由天桥街道分管

领导带队，围绕创建标准，一项一项地

抓，一条一条地查，逐项研究、逐条落

实，扎实提高项目达标率。

突出“融”质效。创新推行社区

“五星”支部创建与重点工作、中心工

作、基层治理的有效融合。其中，与精

神文明建设相融合，开展“我爱漓江大

家唱”“庆七一·文艺会演”“快板《创建

‘五星’有决心》”等系列活动38期，进

一步提升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与平安建设工作相融合，持续推行立

体式“雪亮工程”，筑牢治安防控的“篱

笆”，带给居民满满的安全感；与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融合，把社区的42个老旧

小区、9个专业化小区进行了全域提升

“微治理”，社区环境有了明显改善。

突出“好”品牌。依托天桥街道志

愿者服务中心，充分发挥“志愿服务”

“红色物业”两大优势，继续擦亮“全国

四个一百最美志愿服务社区”金字招

牌，培育“三心”换“三心”、智慧养老等

特色项目，开展天桥义工“爱见周六”、

水上救援队救援大讲堂等公益活动，

受益群众达8000余人次，把品牌的影

响力拉大拉高，全面提升社区治理能

力和服务水平，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

一米”，全面塑造漓江社区新形象。

“我们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契机，

把创建目标与社区各项工作统筹起

来，创新方式方法，在辖区营造出‘全

民创建’的浓厚氛围，为打造美丽社

区、建设美丽新天桥探索新模式。”天

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廉鹏说。

召陵区天桥街道漓江路社区

以“四字”工作法创建“五星”支部

□本报记者 杨利伟
通讯员 何艳申永涛

初冬时节，南召县皇后乡娘娘

庙村，举目望去，绿色的玉兰连成一

片，郁郁葱葱、连绵不绝；漂亮的村

舍点缀在田野山间，田中有林，林中

有花，花中有房，相得益彰。

娘娘庙村距南召县城50公里，

居伏牛山南麓，属丘陵山区地带，耕

地面积 930亩，林地面积 1950亩，

全村有530户1770人。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我

们要坚定继续走发展玉兰苗木产业

的道路，壮大产业规模，发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玉兰升级换代产

品，多渠道增加村民收入。”国网河

南省电力公司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

王修庞说。

娘娘庙村有种植玉兰的传统，

而且种植规模大，但销售散乱，没有

规范。2015年成为国网河南省电

力公司的定点帮扶村后，村里注册

了“皇后玉兰娘娘”商标，成立了三

家苗木专业合作社，建立了村级网

站，通过电商平台把玉兰销往北京、

天津、深圳等地。近几年，娘娘庙村

实现玉兰销售收入3200万元，产业

链上的务工收入超过1000万元。

在娘娘庙村的石头山上，由支

架顶起的一片片光伏板悬在七八米

的空中，蔚为壮观。这是娘娘庙村

500千瓦光伏电站，也是全省第一

座架设在空中的光伏电站。这座光

伏电站通过社会融资400余万元建

成，村集体占40%权益，于 2018年

7月陆续并网发电。投运四年来已

为村集体带来55万元的收益。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从2020年

起，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历任驻村

第一书记积极争取“国网赋能乡村

工程”对外捐赠资金，示范实施“光

伏+乡村振兴”工程，以“光伏+农

户”“光伏+家庭农场”等方式，兼顾

村集体经济和农户收入。目前，已

建设光伏电站1070千瓦，村集体光

伏资产 380万元，光伏发电贡献的

村集体经济收益稳定超过40万元，

带动30余户脱贫户增加收益62万

元。

今年，在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的

帮扶下，娘娘庙村建起了“电力爱心

超市”，将帮扶工作与社会责任有机

结合，建立“以劳动赢得积分、以积分

换取物品”制度，以电力帮扶助力乡

村治理。

如今的娘娘庙村，实现了家门

口有产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村民

幸福感、获得感越来越强，稳步向乡

村振兴迈进。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定点帮扶助振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亮 陈远
志）11月 19日，泌阳县泌水街道孟庄村一处

仙人掌种植基地，一株株仙人掌有序排列，一

个个紫红色的果实挂在上面，工人在田间采

摘果实，等待装箱后销往外地。

“种了一辈子地，我想能不能种点新鲜玩

意儿，尤其是食药两用的植物，如果成功，可

以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回忆起当时的初衷，

基地主人夏保荣说。2015年，夏保荣通过考

察，种了不到一亩地的食用仙人掌，由于缺乏

种植经验，种植的仙人掌大都被冻死。直到

2018年，他才掌握仙人掌种植技术，这一年，

他流转周边30多亩土地开始规模化种植。“现

在一亩地可以产果2000多斤，市场价一斤8

元左右，一亩地就是1万多元。”夏保荣说。

农忙时，夏保荣就雇用村里的妇女来地

里除草、浇水、采摘果实等，每人每天有80元

的收入。除了销售制作好的干花、果实、药粉

外，还销售种苗。“种植食用仙人掌给我带来

了经济效益，让我过上了好日子。”夏保荣诚

恳地说。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曹要
强李耀稳周金高）11月15日，上蔡县

蔡沟镇火神村王子田园汇家庭农场

200多亩芥菜基地里，村民们正忙着

采收分拣。“我在这干了三四年了，一

天 70元钱，离家又近，又可以挣些零

花钱。”火神村村民杨焕说。

火神村党支部书记、家庭农场负

责人王亚飞告诉记者，除了几百名义

务帮工的村民，他还聘请了本村和周

边村的村民，常年从事各类田间管理

工作，其中不少劳动力都是脱贫户，最

多的时候家庭农场用工500多人。

据悉，芥菜生长周期短，两个月即

可收获，一年能实现四种四收，每茬亩

产量 6000斤左右，年亩产值近万元。

在王亚飞的带领下，火神村有越来越

多的村民种植芥菜。搭乘他家庭农场

的销售渠道，乡亲们也栽下了芥菜苗，

刨出了“金疙瘩”。

上蔡县火神村 栽下芥菜苗 刨出“金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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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村里更是摩拳擦掌。“机会实在

难得，不能错过，让群众埋怨。”一听

说要实施“户户通”，李源屯镇后李

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文胜坐不住了，

他发动全村，拆违建、清垃圾，迅速

将4条村主干道平整了出来。村里

还向经商“能人”募集了一部分资

金，不少村民也自发筹钱，村集体最

后兜底，用作修路补充。

“通村道路、村内主干道硬化厚

度 18厘米，次干道硬化厚度 15厘

米，小街巷道硬化厚度 10厘米，这

都是定好的。”卫辉市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介绍，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卫

辉市规范修建标准，并聘请专业的

工程师，每条道路建设都有工作人

员负责全程跟进。

卫辉市还整合资源，研发出

“户户通”信息化管理系统，突出

“施工前商定方案、施工中质量监

管、施工后竣工验收”三个重点环

节，用大数据助力打通农村道路硬

化的“最后一米”。

平坦道路“户户通”，“交通+民

生”“交通+产业”“交通+旅游”等新

业态也被打通了。

“淇县、林州的都来俺村买萝

卜种子，种萝卜是我们的传统。”下

园村党支部书记张治说，水泥路通

到家门口，运输车就能畅快通行。

趁热打铁，今年，下园村给自家的萝

卜注册了“明贡萝卜”商标，种植面

积也扩大到 600多亩，产业蓬勃发

展，村里的人气财气更旺了。

“户户通”工程的实施，更是直接

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项目直接增加务

工工资1600万元，商砼、管网生产、

运输等企业员工工资增加近2亿元。

一条条水泥通到了群众的心坎

儿里，也给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惠。

户户连通致富路

（上接第一版）

不只是市级乡贤，镇级乡贤、石

庙镇龙潭村从事艾草种植加工的徐

延飞也是“乡贤贷”的受益者，他早

在 6月上旬就获得了 20万元低息

贷款，赶在雨季到来前对厂房进行

了维修翻新。

据了解，“乡贤贷”是在“惠农E

贷”的基础上衍生的惠农金融产品，

“惠农E贷”重点针对家庭宾馆、特

色农产品和特色商店放贷，三年来，

栾川农行累计投放金额4.5亿元，仅

今年就净增1.2亿元。栾川农行行

长刘小波介绍说，农业银行作为服

务乡村振兴的主力军，针对乡贤回

归创业专门推出了“乡贤贷”，搭建

“一次调查、一次审查、一次审批”绿

色服务通道，针对乡贤融资需求推

出体系更加完善、品类更加丰富、费

率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产品，还将

对乡贤创业清单项目实施“一对一”

名单制对接服务，即确保一名乡贤

创业项目有一个服务小分队、一个

服务方案和一名专属客户经理，全

力满足金融服务需求。

今年以来，栾川农行推出了一

系列金融措施，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坚实的信贷支撑，各项贷款净增7.9

亿元，其中“三农”贷款净增 1.2 亿

元，定制化金融产品“乡贤贷”推出

2个月来，发放贷款 2000万元，解

决了 68 名乡贤贷款难、融资难问

题，有效推动了一大批乡贤创业项

目落地，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澎湃动

力。

（黄红立许金安张梦哲）

栾川农行“乡贤贷”让创业“不差钱”

（上接第一版）

高永说，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

训十分深刻。下一步，一是迅速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妥善做好家属安抚、善

后等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

任。二是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切实抓好安全

生产工作。于近日印发《关于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

对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进行再强调、再安

排、再部署。立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地毯式、

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紧盯事故

易发多发重要部位和薄弱环节，切实加强重

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落实“三管三必

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织牢

织密责任链条，从严从紧开展执法监管。三

是强化应急管理。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作，

严格落实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领导干部到

岗带班和信息报告制度，健全安全生产风险

预报预警和应急协调联动机制，进一步完善

应急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做好应急组织机

构、救援队伍、装备、物资等应急资源的落实，

确保高效处置到位。

据初步判定，该起事故是因企业人员违

规操作，电焊引发火灾。

事故发生后，省委书记楼阳生立即作出

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等省市领导及有

关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组织事故处置

和人员搜救。

安阳吸取事故教训
做好事故善后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