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

时序初冬，11月 20日，踏访新蔡

大地，一幅幅文旅融合的美丽画卷徐徐

展开：北湖公园水杉林色彩斑斓，浸染

“红妆”，进入最佳观赏期；水韵天街烟

火气十足，浓浓的新蔡味道吸引众多食

客前去品尝；文旅项目加速推进，渐入

佳境，不断擦亮“魅力水城、繁荣新蔡”

文旅名片……

新蔡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底蕴深

厚，文旅资源丰富。近几年来，该县积

极实施“文旅活县”战略，持续深化文旅

融合，积极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着眼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奋力奏

响文旅融合发展“交响曲”。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如何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新蔡县县长李勇表

示：“我们坚持高位推动，高标引领，充

分挖掘、利用好文化资源，着力激活文

旅融合动力之源，全力培育文旅发展新

动能，进一步将文旅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

高位推动，激活文旅融合动力之

源。立足顶层设计，新蔡县把文旅产

业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精准

施策，持续发力。该县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文旅工作领导小组，聚焦文旅融

合发展趋势，明晰工作思路，全力推进

文旅产业规划编制工作。坚持高起点

谋划、高标准定位，以全力打造豫东南

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全面建设魅力水

城、繁荣新蔡为引领，以文旅活县为动

力，该县从工作理念、工作机制、产业

布局方面科学谋划，统筹协调、有序推

进，为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传承文脉，加大文旅资源保护力

度。新蔡县既是千年古县，又是革命老

区。这里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具有

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承载着厚重

的文化底蕴。这里有刘邓大军在强渡

汝河时留下的“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豪

言壮语；这里有开国少将胡炜将军的故

里；这里有百岁革命老人任芝铭故居和

任芝铭创办的今是中学；这里有小李庄

革命烈士纪念馆……

该县注重传承文化根脉，激活优秀

传统文化生命力。聚焦丰富文旅资源

和生态资源基础，该县切实加大对辛亥

革命烈士纪念祠、任芝铭故居、文庙、金

粟寺、子路问津处、吕蔡故城等遗迹旧

址修缮保护力度，做好小李庄革命烈士

纪念馆等红色遗址的建设、提升，擦亮

厚重新蔡、红色新蔡历史文化名片。扎

实做好遗迹旧址的史料发掘、纪念展

陈、管理维护和环境提升等工作，开展

多种形式的主题实践和研学活动，做到

有效保护、合理开发，确保新蔡历史文

化资源得到永续传承。

新蔡县有稀有剧种“杠天神”“扁担

戏”等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县编制

实施非遗保护传承弘扬专项规划，把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使其不断

绽放新光彩焕发新活力。作为“河南省

杂技之乡”，新蔡县杂技艺术表演由来

已久，源远流长。全县有各类杂技表演

团体 60多个，从业人员 2000多人，年

收入1.2亿元，全国各地90%以上的表

演团队中都有新蔡人。在文旅融合发

展中，该县成立了新蔡县冰上职业艺术

学校，大力打造杂技品牌，力促杂技“资

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变。新蔡冰

上杂技多次在国内外演出，参与文化交

流活动，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屡获国内、

国际杂技表演大奖，成为享誉全国的艺

术品牌。

文旅活县，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按照“康养水城、问津新蔡”的定位，新

蔡县以全域旅游为导向，优化旅游空间

布局，推动文化寻迹、观光农业、康养休

闲融合发展，红色游、文化游、景点游、

乡村游协同推进。围绕“五湖四带”生

态水系建设工程、任芝铭故居、辛亥革

命烈士纪念祠、文庙、子路问津处等旅

游景点，全力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抢抓政策机遇，重点围绕“文旅+康

养”，发挥地热资源和水生态优势，开发

建设东湖温泉康养度假区，打造文旅康

养品牌。

以文旅活县为载体，该县不断推

动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文旅品牌。作

为仪狄造酒文化的发源地，新蔡县被

授予“仪狄文化之乡”。该县蔡洪坊酒

业依托3000多年的蔡酒文化，打造文

化产业品牌，实现了文旅文创融合，创

建了 3A级旅游景区——蔡洪坊酒业

酒文化园。到蔡洪坊酒业酒文化园，

不仅可看到酿酒工序流程，品尝地道

的原浆白酒，而且能了解新蔡酿酒历

史文化，增强工业旅游吸引力。如今，

蔡洪坊酒业酒文化园已成为游客来新

蔡的打卡地。

文旅融合开新景。该县还以节为

媒，相继办好新蔡名吃评选暨烧饼大

赛、顿岗稻香节、关津菊花节、弥陀寺辣

椒节、陈店高粱节等文化旅游节会活

动，让文化“美起来”，产业“强起来”，推

动了旅游产品由观光型向文化体验、休

闲度假等复合型升级。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为我们做好文旅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蔡县

委书记邵奉公告诉记者，“下一步，我们

将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充分发挥文化资

源禀赋优势，放大文旅叠加效应，全面

提升文旅融合内涵，有效提升新蔡的知

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为魅力水城、繁

荣新蔡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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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巍 孙雅琳 通讯员郭兴浩

露起成霜的夜晚，熙攘一天的售粮

车辆似潮水退去，河南豫粮麦业有限公

司延津库恢复了宁静。灯光透过薄雾，

映出一位守粮人的身影，他一次次检修

设备、排除故障，只为第二天顺利收粮。

这位守粮人，就是仓库“机体康健”

的保障师傅——党员冯喜旺。

如何衡量一名党员是否信念坚定、

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有现代

化建设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里给出了客观标准，那就是具备防风

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

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

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

冯喜旺就是这样一位能干事、能吃

苦、有故事的人，同事们都亲切地叫他

“冯师傅”。

把仓库整理得井然有序

“初识冯喜旺还是从解决器材库、

机修间废品问题开始的。”延津库党支

部书记、库主任郭兴浩说，“那时我刚调

到延津库工作，按分库 6S工作提升要

求，需要清理在仓库堆积多年、没有处

置的废旧物资。”

面对满满几个库房的杂物，是“断舍

离”，还是分拣利用？郭兴浩“举棋难定”。

冯喜旺主动请缨，带领几名员工将

杂物分门别类，清洗打油。一个螺丝、

一个轴承、一截钢管……硬是用一个多

月时间，把器材库整理得整整齐齐。

“我了解到，原来这些库存的废旧

物资多数都是他和同事20年来捡拾归

库收集回来的。”郭兴浩说。

平日里，冯喜旺的主要职责是电工，

但同时还在仓库分管了九个责任区域，

电工房、高低压配电室、机器维修间、强

排泵房、消防泵房、器材库及两个设备

库，基本都是仓库较高风险区域，但在冯

喜旺的管理之下，处处井然有序。

为仓库筑起一道道安全墙

2021年 7月 20日，延津辖区遭受

强降雨。雨下得既快又猛，似瓢泼碗

倒。仓库紧急启动了防汛预案，组织

人员排查险情。

“当时，库区路面雨水汇流有 30

多厘米深，但流排速度很快，透过茫茫

大雨，我看到强排泵房门口有一个模

糊的身影。”郭兴浩说，“冯喜旺已经在

预案启动前开启了两台强排泵机。”

雨越下越大，河水漫过了堤岸，并

开始倒灌，出现险情。突击队员扛来

沙袋，试图堵塞排水口，但却难以准确

定位。

冯喜旺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精

准地在浑浊的水中找到位置，指导大

家凿开排水道，用沙袋填实。在冯喜

旺的影响下，全体突击队员团结一心，

为仓库筑起一道道安全墙。

“你们仓库的电工不简单！”

为了储好粮，延津库积极应用科

技储粮新技术，实现了储粮仓房内环

流控温全覆盖、玉米仓空调控温全覆

盖。

在最初安装制氮机等储粮设备时，

随着用电负荷的增大，不断考验变配电

设施负荷的极限，这给冯喜旺带来了诸

多挑战。

他经过悉心研究，摸索出了一套科

学的用电方法：先保粮、后生活，科学调

配用电负荷，白天开玉米仓空调，晚上

空气回凉开制氮机，从而实现了生产保

障和设备保护两不误。

今年，中储粮河南分公司批准了延

津库配电增容改造计划，在规划设计施

工勘察时，电网公司领导对郭兴浩说：

“你们仓库的电工不简单！你们用电负

荷这么大，他不但能保持你们仓库各项

设施运转正常，而且维护保养得这么好，

很多方面达到了国网公司的专业水准。”

从仓库修修补补的小革新，到给制

氮机加排风扇的降温设计，再到给输送

机加工小配件，给下水道加工承重格

栅，给配电箱更换保险锁……点滴小事

述说着一位从军 13年、守护中央储备

粮库20余年储粮老员工的使命和担当

——从军营到仓库，任务在变，但他的

底色却一直未变。

新蔡县 奏响文旅融合发展“交响曲”

“国储粮匠”冯喜旺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11月23日，

记者从濮阳市委组织部获悉，今年以

来，濮阳市坚持把做好农村发展党员工

作作为基层党建重点任务，创新农村党

员发展“优选、重培、严审、实督”机制，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濮阳市委组织部着眼破解农村发

展党员存在的后备不足、发展人选不

优等问题，变“村选村培”为“乡选村

培”，乡镇党委提前介入，强化领导把

关作用，建设农村青年人才库。提出

由乡镇党委主导，以村为单位，对 18

至35岁的返乡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

人、致富能手、产业协会成员、外出务

工经商人员等群体进行摸底，综合考

虑政治素质、带富能力等因素，逐村分

析研判，每个村不少于5人，纳入农村

青年人才库。每季度末，乡镇党建办

与分包片区科级干部、包村干部、村支

部会商，动态调整入库人员，优进劣

去，择优储备。截至目前，全市入库青

年人才 10476名，其中高中及以上学

历占 86%，女性占 39%，储备了一支

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入党

积极分子后备队伍。

该市对入党积极分子实行乡镇党

委、村党支部、培养联系人“三位一体”

帮带培养机制，每名乡镇党员班子成

员至少联系2至3名、支部委员联系1

至2名、支部有帮带能力的党员联系1

名入党积极分子，通过走访、座谈等方

式，从思想、工作、学习等方面进行“传

帮带”。设立政策宣传、值班值守、纠

纷调解、事务代办、帮带就业等岗位，

为入党积极分子安排“能岗相适”的锻

炼岗位，让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拓“能”，

在服务群众中炼“心”。全市确定 35

岁以下、有致富带富能力的入党积极

分子4600余名。

该市就发展党员工作，提出县

（区）委组织部部务会每年至少专题研

究 1次，分管部领导和业务负责人至

少确定 1个联系村，把农村发展党员

情况作为党建目标考评、抓基层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的重要内容，一体推动

责任落实、工作落地。细化乡镇党委、

村党支部职责清单，明确乡镇党委书

记5项、组织委员7项、村党支部书记

15项重点任务，把农村发展党员工作

落实到岗、具体到人。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郭
秦森 陈杰）11 月 17 日，一条来自河

南百奥恒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人诸葛喜峰的感谢短信发送到修武

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孙小献的手

机上。诸葛喜峰在短信中表示，协调

办已经召开了关于企业进出道路的

协调会，政府、企业、中铝三方多部门

参加会议，要求中铝园区尽快解决公

司进出道路问题并拿出时间节点，他

对政府部门快速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表示由衷感谢。

11月 7日，在该县召开的全县领

导干部会议上，对全县开展“解难题求

突破强驱动开新局”工作进行部署，将

长期影响全县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归化

为 30项重点工作，由县级领导分包，

带领行业部门全力进行化解清理。

“解难题，巩固基础清除发展障

碍。求突破，扬长补短冲出发展困

境。强驱动，加大‘油门’激活发展引

擎。开新局，换道超车实现发展跨

越。”修武县委书记胡小平给工作定了

调，全县立即行动，迅速分头实施。

11 月 11 日，孙小献到该企业调

研，详细了解企业建设进展，并与企业

负责人深入交流，现场协调解决制约

企业建设难题。

“我们将扎根企业一线，搞好服务

协调工作，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努力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修武县中铝协

调服务办公室主任张佩军说。

“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县委、

县政府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提供了

诸多优惠政策和帮助，并积极推进园

区与企业合作。下一步，要加快推进

园区入驻企业施工进度，确保项目尽

快建成投产。”中州铝业园区办主任司

景明作出承诺。

“现在项目工期还有42天，预计12

月 30日完成投产试测，我们有信心实

现预期目标。”诸葛喜峰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

乔新强 王世鹏）11月22日，鲁山县

鲁阳街道工作人员为个别临街“九

小”商户安装了“逃生梯”。

“我们鲁阳街道地处老城区，

老住户多，大部分临街商铺是由住

户自家的二层或三层房屋改建而

成，其中有些老旧房屋建筑结构不

规范，无法设置逃生楼梯，为此，我

们办事处统一购置‘逃生梯’，免费

发放并上门安装到位，确保紧急情

况下人员能从楼上安全撤离，保障

群众生命安全。”鲁阳街道办事处

主任陈锋涛说。

据了解，这种“逃生梯”是一种

绳梯，长度 10米左右，在室内窗户

下方打进墙体2个膨胀螺丝钩，梯子

一端的两头钢结构套环固定在膨胀

螺丝钩上。危急情况发生时，室内

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将绳梯抛到窗

外，由二楼或三楼轻松到达地面。

据悉，通过排查摸底，鲁阳街

道共为 24户临街“九小”商户安装

了“逃生梯”。此外，近期，鲁阳街

道还抽调工作人员，对沿街门店安

全设施进行隐患排查，整改火灾隐

患1873处，拆除违规设置防盗窗、

广告牌、彩钢板场所105家，清理疏

散通道 142处，整改违规敷设电气

线路1086处。

本报讯（记者张莹 通讯员李
俊）“咱村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真

漂亮，以后再也不用‘摸黑’了。真

的感谢驻村工作队，感谢爱心人士

张玉惠大姐……”11月 21日，夜幕

降临，沈丘县邢庄镇后王庄村村民

们看着明亮的路灯，喜笑颜开。

后王庄村位于豫皖交界处，辖4

个自然村，554户 2368口人。原来

村里装有路灯，由于年久失修，大部

分都“失明”了，晚上出行不便成了群

众的闹心事。沈丘县神鹰救援队队

员张玉惠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伸

出援手，为该村捐献40盏太阳能路

灯，并制作尊老爱幼、文明新风等内

容的宣传牌40块，总价值2万余元。

“村里要安装路灯了！”乡亲们

欢欣鼓舞，竞相清理路障和垃圾。

经过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

三天的努力，40盏太阳能路灯安装

完毕，被村民们称为“爱心路灯”。

“下一步，我们抓紧时间安装

广告牌，深入宣传贯彻二十大精

神，引导群众讲文明、树新风，为村

里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后王庄

村第一书记王帅说。

濮阳市

“乡选村培”聚乡村振兴新力量

修武县

难题快速解 项目加速“跑”

鲁山县鲁阳街道

为商户免费安装“逃生梯”

沈丘县后王庄村

“爱心路灯”照亮新生活

乡村乡村 事事暖暖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潘汉沛
黄梦梦 张伟）11月22日，记者从漯河市源

汇区委组织部获悉，今年以来，该区以“五

星”支部创建为契机，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作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动产业兴

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通过机制领

航、园区启航、人才护航，不断增强集体经

济造血功能，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效。

“双绑”机制领航。充分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建立完善龙头企业和农户利益联

结机制，探索“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模式，通过支部领着干、党员带头干、群

众跟着干，将党组织深度嵌入农业发展，推

动村级集体经济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

园区提速启航。突出抓好农村产业

发展，依托休闲采摘观光、设施农业等主

导产业，在全区3个乡镇分别建立集体经

济产业园，紧密结合资源优势和产业特

点，精准招引上下游产业项目，进一步延

长产业链条。

人才队伍护航。大力实施“头雁引

领”行动，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队伍，加

大优秀村级后备干部储备。举办农村党

组织书记乡村振兴培训班，累计培训480

余人，先后举办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大比

武”“出彩吧·支书”大比拼、书记论坛等活

动，激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原动力”。

漯河市源汇区

“三航”壮大提质村级集体经济

本报讯（记者王侠）11月 24日，记者

从省总工会获悉，今年以来，我省着力解决

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助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

的桥梁纽带作用。

据了解，省总工会在今年省、市、县三

级工会投入 8923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的基础上，再向有关省辖市、高校、医院下

拨477.5万元抗疫资金，用于慰问抗疫一线

职工和帮扶困难职工。在今年已下拨

1071.5万元资金为困难企业职工、技术工

人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免费体检的基础

上，于近日分两批各下拨1274万元为上述

人员开展免费体检，惠及人员10万名。加

大困难职工送温暖帮扶力度，省总工会在

今年已拨付 6144万元困难职工帮扶资金

和送温暖资金的基础上，年底前还将再下

拨2560万元，用于支持对环卫工人免费早

餐、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建设、困难职工帮

扶等。

今年我省已拨付困难职工
帮扶资金6144万元

11月23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谢庄村的孩子们在一面彩绘墙前玩耍。近年来，曹镇乡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 王毛生 摄

小景观 小村庄扮靓扮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