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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景华刘景华
通讯员通讯员 张海军张海军 高长军高长军

近日近日，，卢氏县双槐树乡庆家沟卢氏县双槐树乡庆家沟

村的任海军家获得三门峡市村的任海军家获得三门峡市 20222022

年文明家庭荣誉称号年文明家庭荣誉称号。。任海军自强任海军自强

不息艰苦创业不息艰苦创业，，信守承诺还本付息信守承诺还本付息

500500万元的事迹万元的事迹，，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赢得了社会广泛赞

誉誉。。

19911991年年，，2121岁的任海军在矿洞岁的任海军在矿洞

干活时突遭塌方造成下半身完全瘫干活时突遭塌方造成下半身完全瘫

痪痪，，从此与轮椅为伴从此与轮椅为伴，，生活起居全靠生活起居全靠

妻子张万彩照顾妻子张万彩照顾。。不服输的任海军不服输的任海军

19941994年借款与人合伙投资开矿年借款与人合伙投资开矿、、选选

矿矿，，到到 20002000年矿山经营下马时年矿山经营下马时，，尚尚

欠银行贷款欠银行贷款、、入股人投资入股人投资、、个人借款个人借款

本金本金 300300 多万元多万元。。其时其时，，唯一的存唯一的存

货锑精粉市场价值不足货锑精粉市场价值不足 200200 万元万元。。

为减少合伙投资人经济损失为减少合伙投资人经济损失，，任海任海

军毅然承担起市场风险责任军毅然承担起市场风险责任，，承诺承诺

要如数归还矿产经营所欠下的全部要如数归还矿产经营所欠下的全部

借款本金和利息借款本金和利息。。

为履行这个承诺为履行这个承诺，，仅上过初中仅上过初中

一年级的任海军在村里第一个买回一年级的任海军在村里第一个买回

电脑电脑，，自学信息技术自学信息技术，，上网查找各种上网查找各种

产业信息资料产业信息资料，，在妻子陪伴下在妻子陪伴下，，先后先后

多次到北京多次到北京、、上海上海、、山东等地考察学山东等地考察学

习习，，2020年间种过天麻年间种过天麻、、养过生猪养过生猪、、开开

办过土特产收购门市办过土特产收购门市。。20192019年他和年他和

人合伙投资人合伙投资 800800 万元万元、、流转土地建流转土地建

起了卢氏县华昱五味子种植专业合起了卢氏县华昱五味子种植专业合

作社作社，，引进东北五味子种苗和种植引进东北五味子种苗和种植

技术技术，，示范带动本县瓦窑沟示范带动本县瓦窑沟、、狮子坪狮子坪

等乡镇发展五味子基地等乡镇发展五味子基地88个个。。目前目前

全 县 五 味 子 人 工 种 植 面 积 已 达全 县 五 味 子 人 工 种 植 面 积 已 达

20002000余亩余亩，，带动带动 100100余户余户 300300余名余名

脱贫户长期务工稳定增收脱贫户长期务工稳定增收。。

为还本付息为还本付息，，任海军和妻子张任海军和妻子张

万彩吃尽了苦头万彩吃尽了苦头，，曾经在矿山工棚曾经在矿山工棚

里里、、野外摆摊卖过小商品野外摆摊卖过小商品，，把老家的把老家的

平房卖掉用来还账平房卖掉用来还账，，在租房中一家在租房中一家

三口省吃俭用度过了三口省吃俭用度过了 1010 年年，，直到直到

20212021年才还清了亲戚的最后一笔借年才还清了亲戚的最后一笔借

款利息款利息2020万元万元。。经算账经算账，，仅矿产经仅矿产经

营一项就累计支付利息营一项就累计支付利息200200万元万元。。

目前目前，，任海军和张万彩又开始任海军和张万彩又开始

谋划一个占地谋划一个占地 100100 亩的中药材项亩的中药材项

目目，，准备再闯出一片新天地准备再闯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陈海棠 于新豪

“崔书记，多亏您这几年的帮

扶，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您

两年前给我家送的花生种今年产量

特别好，今天特意送过来一些让您

尝尝。”11月 8日，鹿邑县辛集镇朱

楼村村民王义肩扛着一口袋花生、

手提一桶花生油走进镇政府，交到

驻村干部崔金城手里。

据了解，身患残疾的王义与患

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带着四个正在上

学的孩子，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前几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17

年 11月，崔金城到朱楼村担任第一

书记，到2022年 7月调整，一干就是

5年。

5年时间，崔金城和群众建立了

深厚的感情和友谊，尤其对王义一

家给予了特别的帮扶，帮助落实了

各项扶贫政策。两年前，王义提出

想种几亩地的花生，他就自己开车

几经辗转帮王义买来了花生良种。

如今，崔金城虽然不再担任朱楼村

的驻村干部，但他仍然把王义作为

自己的帮扶对象。王义和一些脱贫

户遇到困难时，也总是先给他唠唠，

听听他的意见。

“崔金城是辛集镇驻村干部的

一个代表，正是有一批这样的干部，

才让全镇的工作在群众中赢得了广

泛赞誉。”辛集镇镇长丁丰凯表示。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化红军 刘艳红

“年年麻烦你帮俺全家缴合作

医疗，今年在外地工作的儿子也学

会用手机缴费了，但我不放心，还得

麻烦你查查，看他缴得对不对。”11

月 9日，71岁的禹州市方岗镇方东

村4组村民方国法又急匆匆地拿着

手机到村里找方凤霞。

“爷，你先别着急，我帮你查。”

方凤霞用手机复制下他的缴费单

号，在“河南税务”小程序页面查到

了缴费成功的信息，并帮他截图保

存。方国法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

高兴地说：“我就相信你！”

方凤霞是方东村党支部委员兼

村委委员，自从2003年被群众推选

担任村干部近二十年来，热情服务

群众，踏踏实实工作，在基层工作岗

位上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在村里，群众都知道方凤霞是

个热心肠，不管谁家夫妻生气、弟

兄吵架，有啥事她都主动上门，帮

助解决。为了方便群众找她，她把

一块标着自己姓名和电话号码、写

着“有困难请找我”的牌子钉在村

委办公室门口，让群众随时可以找

到她。

方凤霞经常到村托养中心陪着

孤寡老人拉家常，让他们时刻感受

到温暖。“只要凤霞来了，就没有解

决不了的问题。”乡亲们都说。

禹州市方凤霞 做群众的贴心人知心人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昆明 邢晶

11月 8日，位于平舆县高阳店

镇王庄村的一处果园里，晚熟的冬

桃缀满枝头。

“由于管理得当、错峰上市，冬

桃口感好、糖度高，根本不愁销，价

格也不错，每斤售价 7元。”果园主

人郑军礼介绍说，冬桃主要供应商

超，刨去成本，亩均收入万元左右。

今年56岁的郑军礼，幼时患上

了小儿麻痹症，一直以来行走不便，

然而身体的残疾却没有打倒这位乐

观的汉子。一个偶然的机会，郑军

礼接触到了冬桃，下决心建起果

园。为了种好冬桃，他认真学习、埋

头苦干，扎根果园一干就是三年。

“虽然身患残疾，但我不想给政

府添麻烦。”郑军礼说，“幸福生活是

靠双手奋斗出来的！”

平舆县郑军礼 身残志更坚种出甜蜜果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范亚康 章东丽

“今年香菇出得不错，价钱也

好，每斤能卖二十七八块钱！”11月

15日，在西峡县桑坪镇黄沙村杨书

祥家中，今年62岁的他正和妻子一

起烘干早上采摘的香菇，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杨书祥家是脱贫户。十年前，

他一次上山干活，摔坏了腰椎，在

医院治疗后，落下了腰伤和数万元

的债务。两个孩子上学需要钱，一家

人生活要钱，他家一度陷入困难。眼

看着困难的日子难以改变，当时的杨

书祥心灰意冷。

让他没想到的是，国家开始实

行精准扶贫，他家被认定为贫困

户。孩子上学有了补助，看病有了

医疗报销，又为他提供发展资金种

植袋料香菇。杨书祥一下子看到了

生活的希望，拿到发展资金就立马

建袋料香菇棚，买生产原料，在镇村

的帮扶下开始种植。两年多时间，

他把以前治病的欠账还清了，而

且还脱了贫。

这几年杨书祥夫妇年年种植

袋料香菇，日子越过越红火。今

年，他家又种植香菇1.5万袋。目

前，头茬香菇即将采完，夫妻两人

粗略估算一下，每袋净收入在2元

以上。

“党的政策这么好，咱可要好

好干，把好日子过得更好。”杨书

祥说，明年他家准备再多种1万袋

香菇。

西峡县杨书祥 种植香菇奔富路

□王恪峰 耿凤忠

“大家往远处看，现在有6台收

割机正在收割牧草，今年又是个好

收成。”近日，开封市纪委监委宣传

部工作人员到祥符区刘店乡刘店村

郑州田园牧歌草业有限公司了解情

况，种植管理员孙庆指着在蓝天白

云下繁忙作业的牧草收割机高兴地

给大家介绍说。

天高云淡，一眼望不到边的牧

草随风摇曳、此起彼伏，在天空翱

翔的成群候鸟鸣叫着，和着机收声

在天际回荡。“谁能想到这里曾经

是烟囱林立、享誉豫东的砖瓦窑

场！”同行的该乡纪委书记杨文豪

感慨地说。

“那时我也经营着一座窑，一年

少说利润也得在150万元之上，2012

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我带头扒了

俺家的窑。”孙庆说，“听说要扒窑，当

时家属想不通，心疼得大哭。我劝

爱人说，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

益，咱是党员，必须带头呀……”

“全乡 78座窑扒掉后，我们帮

助孙庆等人联系郑州田园牧歌有限

公司来刘店落户，截至目前优质苜

蓿种植规模已达 1.1 万亩，带动脱

贫户 200多人在此就业，年收入翻

了好多倍……”杨文豪说。

祥符区孙庆 扒掉窑场种牧草

□陈世威 叶中琳 刘启旸

“我养了2棚鸭，共 6000只，每

天都能收 5600 个鸭蛋，今年行情

好，一斤7.2元，每天能净赚1500块

钱呢。”11月14日，杞县邢口镇大魏

店村村民朱记谱骑着三轮车载着刚

刚收获的 28筐鸭蛋来到杞县运航

蛋鸭养殖合作社，和其他养殖户一

起把鸭蛋集中发往上海。

杞县运航蛋鸭养殖合作社的负

责人何运行是邢口镇孟庄村党支部

书记。“在我担任村支书之前，孟庄

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只有700元。”

何运行是一名90后，如何帮助群众

增收致富，破解村集体经济发展困

局，成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2013年 2月，何运行在村内带

头成立了杞县运航蛋鸭养殖合作

社，经过几年的发展，成了当地蛋鸭

养殖旗舰企业。2019年 4月，孟庄

村村委向县扶贫办申请了投资130

万元的鸭蛋深加工项目。项目落地

后，生产咸鸭蛋、松花蛋、烤鸭蛋等

多个鸭蛋延伸产品，日产 7 吨至 8

吨，用工30人到 50人，每年可向村

集体上交10%以上的利润。

何运行介绍，如今，通过蛋鸭养

殖项目，孟庄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已

增加到18万多元，带动村民50户，

用工达70多人，每户在鸭棚的务工

年收入为3.6万余元。

本报讯（通讯员晏家兵 张俊
黄晓旭 记者尹小剑）11月 14日，

河南豫东南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姚先生在潢川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通过支付宝小程序当场领取

到了电子营业执照，同时免费领

取到了五枚电子印章。

“有了电子印章，原来很多需

要带着公章和纸质材料到处跑的

业务，现在通过手机，一键即可自

动生成电子印章，以后出门办事再

也不怕忘了带营业执照和公章

了！”姚先生连连称赞，“现在企业

开办速度快，工作人员服务质量

高，让企业真正感受到便利！”

据悉，实现电子营业执照与

电子印章同步发放是潢川县市场

监管局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方

便企业群众网上办事、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又一项惠企利民改

革举措，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打通服务企业群众

“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范亚康 丁俊良）11月10日，在外务

工的镇平县周某急匆匆地来到西

峡县二郎坪派出所，向民警求助：

“包丢了，里面装的身份证、手机都

丢了，能不能办理临时身份证？”

二郎坪派出所户籍民警贾艺

钢了解情况后，先安抚了周某的情

绪，表示会帮着周某尽快办理身份

证补办以及临时身份证申领。

但是二郎坪派出所正值房屋

改建，原户籍室设施正在搬迁，照

相设备以及户籍办理电脑都已拆

移。为了尽快帮助周某办理身份

证，民警抓紧时间首先对身份证

照相设备以及户籍办理电脑进行

安装，确保可以使用；设置完成后

立即对周某进行身份证办理照

相，并为周某申请办理了临时身

份证，之后立即与西峡县公安局

行政审批科联系，对临时身份证

申请予以审批；审批通过后，第一

时间为周某制作了临时身份证。

本报讯“项目总投资30亿元，从

签约到开工仅用 40天，是我市首个

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试点项目，

实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达产达效。”

11 月 15 日，洛阳市偃师区优箔（洛

阳）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刘红磊介绍说。

近年来，偃师区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坚持将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发展的新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持续进行工作，推出了一系

列利企便民改革举措，高品质营商环

境正成为促进该区发展的新动力。

（黄红立 许金安 孙洪勋）

偃师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李艳
艳 李志刚 张耀）“求助！我老伴儿突然

头晕不能动，急需上门诊疗。”11月12

日中午，栾川县耕莘街道仁安福居小区

微信群里突然跳出这样一条信息。

正在吃午饭的社区网格员、联户

党员杨朝辉，看见消息后赶紧放下碗

筷，迅速回应求助，并第一时间联系医

生上门诊疗，患者转危为安。

这是栾川县开展党员干部联系

服务群众“百千万”行动的一个缩

影。今年以来，栾川县在全县村（社

区）开展以“百名干部进千户、万名党

员联万家”为主要内容的“百千万”行

动，有效打通了基层党员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栾川县“百千万”行动服务群众

本报讯“防范电信诈骗，守护群

众钱袋子！”“普法教育你我他，法治

建设靠大家！”……11月 13日，一条

条醒目的宣传标语刷在邓州市十林

镇十东和十西两个社区的沿街道路

两旁，格外显眼。

为深入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十

林镇结合辖区工作实际，持续聚焦

“平安法治星”创建标准，细化创建任

务分工，多措并举，扎实开展“平安法

治星”创建工作，不断提高辖区群众

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该镇发挥各村志愿者队伍、村民

小组的力量，通过微信群发、车载广

播、悬挂横幅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

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把宣传工作融入

日常，对辖区老年群体重点开展防养

老诈骗、防电信诈骗等宣传；对年轻

群体，重点做好普法宣传、防刷单诈

骗宣传等；提高群众法治和反诈意

识，提升“平安法治星”创建的知晓度

和普及率。（曹相飞 王中献 曹阳玉）

邓州市十林镇争创“平安法治星”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翟
灿波）记者11月16日获悉，自去年以

来，洛阳市各县区行政村（社区）深入

开展“三清两建”行动，坚持“清资产、

清‘村霸’、清矛盾”“建强集体经济组

织、群众自治组织”一体推进，清收集

体资金（资产）超 36亿元，化解矛盾

5.9 万起；建成集体经济组织 1.12 万

个、群众自治组织2.74万个。

据介绍，“三清两建”行动不仅厘

清了家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增

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提升了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度

和归属感。

洛阳市清收集体资产超36亿元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孙
瑞兰 炎富玲）11月 7日，记者来到安

阳市殷都区都里镇古井村，这里古色

古香的传统院落和造型别致的公共

区域景观让记者眼前一亮。

古井村根据自身以丘陵、岗地为

主的地貌特征，大力发展集休闲、观

光、采摘于一体的特色种植业，先后

引进15家合作社、有限公司，推广种

植了大红袍花椒、金丝皇菊以及各色

瓜果，养殖生猪1200余头。

古井村还依托有利的特色产业，

多次举办旅游文化节、采摘节，吸引

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传统村落、市级文明村镇、

殷都区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入推进，殷都区广大农村在新时代发

展征程中释放活力，脱贫攻坚成果持

续巩固，随着农业基础的夯实、农村

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大幅提升。

安阳市殷都区乡村振兴深入推进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张
庆元 丁玉）“我申请参与！”“我也申

请！”11月初，南阳市宛城区招募下沉

社区防疫志愿者的消息刚发出，宛城

区委巡察办的党员干部迅速响应，当

即组成一线抗疫十人小组，深入新华

街道王府山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连日来，志愿者们奔走在一线，担

当作为，凝聚合力。宏大机械厂家属

院人员密集，每天有近2000名的社区

居民要完成核酸采集。值班的志愿者

认真细致地登记每一条信息，及时查

验行程码，做到逢进必扫，不落一人，

筑牢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线。

宛城区委巡察办

志愿冲锋“疫”路前行

潢川县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电子印章为企解忧

镇平县二郎坪派出所搭建“摄影棚”

为群众紧急办理身份证

鹿邑县崔金城

驻村结出“感恩果”

杞县何运行

发展蛋鸭养殖
帮助群众致富

卢氏任卢氏任海军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海军身残志坚自强不息

信守信守诺言诺言还本付息还本付息500500万万

办实事我为群众

11月15日，在宁陵县
柳河镇苹果种植基地，统
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
帮助果农采摘、分拣苹果。

徐硕 胡明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