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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中坡
张栋察）12月22日，走进方城县先进制造

业开发区，神州灵山、中硬合金、河南中钻

等企业正在开足马力抢工期、保生产、赶

订单，呈现出一派有条不紊的忙碌景象。

“我们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出实招稳产保供，把开发区打造成为方城

县产业最集中、经济最活跃的功能体。目

前，形成了装备制造、超硬及硬质合金材

料、医药制造三大主导产业体系，超硬材

料产业连续 3届被评为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方城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辛小明介绍。

今年以来，方城县深入实施“项目为

王、招商为要”战略，把项目建设作为加快

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把招商引资作

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一号工程”，凝心聚力

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抓工业强实体，增强发展动能。围绕

三大主导产业，实施“3+N”产业培育计划

和“链长制”，明晰超硬材料产业“百家千

亿”发展目标，今年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20家、工业用电量增长14.5%。落实稳

经济促增长一揽子政策和“四保”白名单

机制，以“万人助万企”活动为抓手，帮助

企业纾困解难、做大做强。累计为企业解

决问题573个，问题处置率100%，企业满

意度98%。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和“育苗”

“保苗”“壮苗”行动，增强发展活力和后

劲，今年新增市场主体1.3万户、“四上”企

业46家、高新技术企业13家、“专精特新”

企业4家。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建立国家

级研发平台1个、省级院士工作站1个、省

级博士工作站1个、省级研发平台17个。

抓项目强支撑，夯实发展基础。实施

四大家主要领导AB角牵头招商、百名招

商专员和五大驻地招商团专班招商、以商

招商、产业链招商，累计洽谈项目230个，

达成合作意向128个。签约项目116个，

合同引资额724.67亿元。新设外资企业3

家，新签约外资项目 4个，实际使用外资

100万美元。抓好项目推进，成立4个工作

专班，坚持周调度机制，严格落实“八快两

提”，方唐、方汝高速、G234改建等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推进有力，汉山水库项目前期

工作推进有序。强化纳统入库，新开工项

目入库115个，其中工业项目77个、占比

67%。

抓服务强保障，优化发展环境。建立

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今年批回建设用

地14批次9700多亩，其中工业项目用地

2500 亩，县开发区新增工业用地 1700

亩。创新支企惠企产品，积极推广“税务

贷”、订单融资、供应链融资等模式，实行

行长走访、“白名单”、金融服务专员等制

度，全力保障市场主体融资需求。争取支

小支微再贷款 7.9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

融资26.33亿元，兑现惠企资金6800余万

元，退税、减税、降费2.39亿元。对落地项

目简化程序、容缺办理，做到 4小时项目

备案、“一天发四证”“拿地即开工”。县政

务服务综合窗口增加到213个，办事时限

平均压缩 92.3%。开展营商环境专项巡

察，纪委监委逐项目派驻“护航员”，以“长

牙齿”的硬措施优化营商环境。

“我们坚持以工业强县引领产业兴

县，坚定不移集聚大项目、做强大产业，实

施造链延链补链强链工程，着力育龙头、建

集群、强平台，一批重大项目和骨干企业的

落地投产挺起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

脊梁’，为建设南阳现代制造业发展区提供

了有力支撑。”方城县委书记段文汉表示。

□许金安吕小伟赵明辰

12月24日，冬日暖阳，站在嵩县城关镇叶岭村

千亩丹参种植基地观景台俯瞰，千米之外的“坡改

梯”一派壮观，群众正在种植丹参，山坡上银白色

的“太空舱”让人眼前一亮，观光道上自行车骑手

缓缓通过，远处黛瓦白墙、错落有致的民居在竹

林间依稀可见，一幅美丽的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

开。

而在两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广种薄收的传统农

业村。距县城10分钟车程，3个自然村267户1060

余人，耕地 2500亩。地势连绵起伏，以种植小麦、

玉米为主，靠天吃饭，增收门路不多。

2021年 1月，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董广聚的

上任，让村子发展步入了快车道。

44岁的董广聚，出校门便在社会上闯荡，从事

过水泥制品、运输业、塑料化工等，见多识广。

山坡地，田薄土贫，传统农业只能解决温饱，必

须调整产业结构。上任后，他主导成立了民源种植

专业合作社，筹资40万元，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模式，流转 1070余亩土地，于去年 10月

底高标准打造了“千亩丹参种植基地”。

近年，嵩县坚持“四个融合”，积极引导乡贤返

乡创业，多元发展激活乡村经济，以乡村运营为抓

手，探索了“‘林、药、烟、牧、菌、桑蚕’+旅游”发展模

式。当地的政策是，对1000亩以上的丹参基地，整

合资金60万元作为产业发展基金。运营过程中，对

种植效果好、带动作用明显、经过验收认定合格的，

再给每亩500元以上的产业奖补资金。

“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推动农村土地向村集体

经济组织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精

准对接‘三变’改革和乡村运营等工作，提高农民和

村集体收益，叶岭走对了路。”嵩县县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宋柯楠说。

叶岭村的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是法人代表，从

村干部和老党员、群众代表中选取了8名行家里手

负责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四三二一”

“叶岭模式”：合作社“继续发展资金”占比40%、流

转土地群众分红占比 30%、村级集体经济占比

20%、管理人员工作补助占比10%。

据了解，丹参种上一年半后即可采收，“2年生”

品质更好。按目前市场价，叶岭丹参预计每亩净利

润4050元，1000多亩总利润约405万元，预计村集

体经济增收43万余元。

“通过土地流转，我承包了20亩丹参，算着比种

粮食一亩地多挣2300多块钱，加上在基地务工，一

年能赚七八万元，这比干啥都强！”种植户叶建明对

眼下的生活很满意。

董广聚介绍说，群众通过“租金+薪金+股金”

“三金”模式，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的“三变”改革，预计每人每亩丹参两年可收

入4050元。

经过一年多的打造，如今丹参种植基地，路、

水、电、公厕等各种设施配套到位，并成为游客打卡

地，婚纱摄影、骑行者络绎不绝。

游客多了，叶岭趁势而上，今年4月，引进了丹

参蜂蜜项目；8月初，新上了露营、“太空舱”项目，9

月、10月分别建设了民宿康养中心、丹参切片加工

车间。

小丹参大能量。通过土地流转、产业运营，实

现了多方受益，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而且“三金”

叠加，盘活了土地、规避了风险、保障了效益。

“叶岭模式”让城关镇有了打造2万亩，集中药

材种植、露营基地、中药材康养等于一体的丹参产

业带的计划。10月份开始，城关镇在叶岭村周边北

园、朱村、孟村等 5个村实施“坡改梯”项目种植丹

参，让董广聚带领本村种植能手帮带指导，“边改边

种”，目前发展近7000亩。

“叶岭今年采收的 5000多斤丹参蜜都被游客

买走，等明年6个村子8000亩丹参‘起来’，花海效

果会更好，游客会更多！”嵩县副县长、城关镇党委

书记张宏业对乡村游有了信心。

嵩县城关镇

丹参映红振兴路

方城县 招商引资硕果丰 项目建设势如虹

12月24日，光山县北向店乡何寨村农民正在油菜田间劳作。连日来，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做好冬季小麦、油菜田间管
理工作。 谢万柏 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叶全花杨柳）“羊肚

菌冬种春收，周期短效益好，营养价值丰富。咱们趁这

几天的适宜天气，抓紧时间把村头大田、西山林下的预

留地全部种植完毕。”12月20日，在鲁山县赵村镇东坪

村，珍稀食用菌研发基地负责人李国强正在指导种植

人员有序地忙碌着。

李国强从事食用菌研发30多年，研发出多种产品

并推广种植。近几年，他重点栽培赤松茸、羊肚菌等营

养价值高、市场销售好的菌类产品。2020年 11月，李

国强的珍稀食用菌研发基地扎根赵村镇东坪村，并开

始引导村民种植羊肚菌。

李国强免费为村民进行种植技能培训，讲解羊肚

菌的生物特性、栽培技术及病虫害防治等相关知识，

由简到难，让村民逐步掌握种植要领。在种植过程

中，李国强又从打土、搭棚、撒石灰、种菌、盖地膜等各

个环节手把手进行严格把关，为出菇丰产做好技术保

障。

经过两年的发展经营，羊肚菌种植产业已经成为

东坪村的“一村一品”特色富民产业。目前东坪村100

多亩土地实现羊肚菌产业规模种植，提供60多个基地

务工岗位，带动周边村庄村民发展羊肚菌种植面积达

200多亩。

“等到清明前后，东坪村一朵朵肥大壮硕的羊肚菌

破土而出，乳白的菌杆，棕色的菌帽，像一把把油纸伞

散开在丰收的土地上。”东坪村党支部书记汤建全对来

年的羊肚菌收成充满期待。

“下一步，赵村镇将按照一村一品的要求，因地制

宜、因村施策，切实变特色产业为主导产业，夯实村民

增收致富的物质基础，助力乡村振兴。”赵村镇镇长王

天阳说。

鲁山县赵村镇东坪村冬闲人不懒羊肚菌种植忙

本报讯 （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邱彦
文符浩）12 月 23 日，在淮滨县阳光（河

南）科技服饰有限公司所在地，伴随着音

乐的节奏，首批社保卡如期发放。收到社

保卡的员工们脸上的笑容灿烂阳光。

“我很感恩这个大家庭，虽然公司因

为疫情有诸多困难，但仍为我们办理五

险，并且发放社保卡，能让我们老有所养、

病有所依，生育、工伤、失业都有保障。我

觉得这是县委政府、阳光公司对我们最大

的关怀。”阳光（河南）科技服饰有限公司

员工徐锐激动地说。

阳光集团是国家重点企业和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是中国毛纺行业唯一获

得中国世界名牌、中国质量奖的企业，是

中国企业 500强之一。淮滨县把阳光集

团项目作为一号工程，成立专班服务项目

建设。今年7月 1日，阳光集团与淮滨县

人民政府、河南省服装协会联合投资，成

立阳光（河南）服饰科技有限公司，仅用3

个月，于9月26日，实现了项目投产，填补

了河南省高档西装的空白。目前从业员

工 630人，已累计生产西裤 27000条、上

衣1000件。

“这次社保卡的发放也是对阳光集团

的一种宣传，我们来到淮滨，得到了淮滨

县干群的大力支持，我们扎根淮滨，力争

做大做强，多回馈社会，反哺群众，让阳光

洒满淮滨，让淮滨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

活。”阳光（河南）服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赵维强告诉记者。

推行社保卡是省委省政府惠民便民的

一项重大举措，是完善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的重要支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民生工

程。统一的社会保障卡推行对提升公共服

务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起到重要作

用，是造福百姓的重要举措。淮滨县以发放

社保卡为契机，旨在规范企业发展、留住企

业员工，解决员工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后

顾之忧，让员工们以企业为家，发挥自身创

造力，增强干事创业的凝聚力，为企业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同时实现自身价值。

“企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顶梁柱。淮

滨县委、县政府将始终坚持‘你投资、我护

航，你发财、我发展，群众受益’的理念，让

阳光等招引来的企业尽享‘保姆式’贴心

服务、‘一站式’便捷服务、‘秘书式’专业

服务，让企业既‘引得来’又‘留得住’，让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在淮滨做强大做强。”

淮滨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吴正宇表示，“我

们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给群众带来更多优

质就业岗位，为企业招来更多更好的员

工，让企业和员工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安

全感，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晓
燕）“天可冷。我的养老保险今年需要补

缴，可是我腿脚不方便，给咱村干部阿雅

打了电话，这闺女一会儿拿着手机可过

来了，给俺拍拍照，把照片发到社保群

里，一会儿可缴上了。真是说不尽的感

谢！”12月22日，宝丰县李庄乡杨庄村村

民李秋玲拉着村干部的手感激地说。

入冬以来，气温骤降，困难群众生

活受到一定影响。为着力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李庄

乡扎实开展“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

万家”活动，通过组织走访慰问，开通线

上业务办理等方式，开启“清单”模式，

力求用细心、贴心、暖心的服务，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我们社保所目前建立了两个专

班，一个微信群，群众可通过打电话或

者在微信群内咨询的方式足不出户办

理业务，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实实在

在地方便了群众。”李庄乡社保所所长

张亚辉介绍道，“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

办结78个业务，不少群众在群里给我们

竖大拇指，觉得干活也有动力！”

据悉，自“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

万家”工作开展以来，李庄乡通过工作

群、服务热线帮助线上办理 4050就业

补贴、养老待遇等民生业务 730余件，

线上为企业职工办理就业失业证14张，

帮助 520余户老年人线上缴纳合作医

疗，及时解决民生大事和关键小事，获

得群众一致好评。

“用心、走心去‘送温暖’，真抓实干

去‘造温暖’，这样的温暖才会‘保温’，才

能久久温暖群众的心。下一步，李庄乡

将持续立足群众身边事，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带着情怀，从老百姓身边小事做

起，说暖心话、办暖心事，当暖心人！”该

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冯宇航介绍说。

本报讯“控制地上生长，促进根系发育，增强抗逆

能力，保苗稳健生长，主要通过镇压和喷施化控抑制剂

等措施，促其控旺转壮。”12月 24日，邓州市腰店镇千

亩高标准农田示范方内，该市农技中心专家李符正在

为小麦越冬防护“支招”。

眼下，冬至节令已过，小麦正值分蘖盘根生长期和

冬季管理的关键期，邓州市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

头，指导群众实施除草、施肥等田间管护。

冬季小麦田间虫害如何防治？面对麦田不同情况

和群众的问题，该市农技专家认真讲解“开方”，解疑释

惑，现场气氛热烈。

李符介绍，“今年冬小麦播种后墒情好温度高，麦

田杂草发生危害重，目前适期的小麦已经 5叶 1心 2

个分蘖，杂草普遍出苗到 2~4叶期，要抓住冬前麦田

化除的有利时机，根据苗情、草相和气温变化，选择对

路药剂用药，在前3天、后 5天内日均气温5℃以上且

无霜冻和降雨的晴天，在 10时至 16时开展冬前化学

除草。”

“作业时间最好选择在晴天 10 时至 17 时进行。

化控应在晴天日平均温度 8℃以上进行，可选用多效

唑或烯效唑等植物生长抑制剂进行叶面喷雾，切记不

可重复喷施，注意‘控旺不控弱、控大不控小’。防旺

长麦田受冻，可以用一些技术部门推荐的99%磷酸二

氢钾+8%胺鲜酯水剂 15ml+氨基酸微量元素水溶肥

50ml兑水15公斤配方，在11时至15时叶面喷施。”

“小麦要丰产，三分在种，七分在管。从倒茬、选籽

到播种都有专家们的现场指导，这让我们种地的底气

和信心更足。”看着长势喜人的小麦，腰店镇夏楼村种

植大户郭春生高兴地说。

邓州市今年冬小麦播种面积达220万亩，根据该

市农技中心近期实地调查和部分种粮大户、群众反映，

当前该市小麦苗情长势总体良好，农技专家的田间“把

脉支招”，为确保明年夏粮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曹相飞李中贺）

邓州市专家蹲地头儿支招保丰收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
红）“你看，这是前几天小彬给我送来的

加厚的羊绒帽子，不大不小正合适，戴

上再冷的天我也不怕了！”12月 23日，

禹州市方岗镇方东村74岁的方中怀戴

上省选调生、该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李彬

送来的帽子对村民“炫耀”说。

入冬以来，方岗镇深入开展“关爱

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行动。困难群

众过冬的棉衣、棉被是否准备充足？住

房是否透风漏雨？屋里用电是否安全？

有没有配备消防物资？孩子们在家上网

课缺不缺学习用品？省选调生和党员干

部一起入农家、查危房、送温暖，让群众

在寒冷的冬天如春天般温暖。

在方东村，党支部书记方红海和助

理李彬筹措资金1万多元，从网上订购

了蓝绿两色垃圾桶800多个，发给方东

村每家每户，推进垃圾分类。李彬还专

门买来 10顶厚厚的羊绒帽子，为村托

养中心的方为敏、方梅村、方德义等老

人送去。

省选调生张彦培是石灰赵村党支

部书记助理，她在入户走访中发现许多

独居老人不但安全意识不强，并且根本

没有任何消防器材，就利用选调生工作

经费专门购置了棉衣和灭火器、灭火毯

等消防应急器材，与村党支部书记丁红

敏逐户为老人们送去。每到一家，她都

仔细检查用电用火安全隐患，对查出的

不安全因素现场解决，同时，还耐心教会

老人怎样使用灭火毯、灭火器：“天气冷

了，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这个灭火

毯可以扑灭油锅火或直接披在身上逃

生，灭火器使用的时候记住四口诀：摇瓶

子、拔销子、握管子、压把子……”

12月 16日，省选调生、段村党支部

书记助理刘锐豪与该镇教育党总支书记

赵留伟、段村党支部书记段红涛一起，开

展了一次“呵护祖国花朵·温暖农村儿

童”送温暖活动，为段子瑜、孙若滢、郜梓

彤等12名小学生每人赠送了一套包括

克雷洛夫寓言、名人故事、文具盒、水彩

笔、图画本等寒假学习大礼包，并为大家

上了一节消防安全课。“大哥哥，我知道

消防电话是119，回家也要让爷爷奶奶

都注意消防安全，将来我还要当消防员

保护大家。”王晨屹踊跃举手发言说。

寒冬时节，禹州市方岗镇全镇党员

干部正以体贴入微的爱心行动，温暖着

人心，沁润着心田。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贾黎
明王肖杰）12月16日中午，孟州市大定

街道南街村党支部书记宋红军像往常

一样，来到该村五保户张艳如家中看

望。

张艳如老人今年85岁高龄，独居在

家，也没有电话，在这个特殊时期，为切

实保护老人家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宋红军主动担当起她的“看护人”，每天

两次上门看望，生活上有困难就帮助解

决，并为老人发放街道统一制作的暖心

卡，把暖心卡上标注的居家防护注意事

项和居家用药指南一一讲解清楚，同时

把酒精、口罩和家庭常备药等防疫用品

都准备齐全送到家里。

“平时俺宋书记就经常来家里坐

坐、看看，最近更是不放心我，一天来好

几趟，这是人家把咱放在心上呢，我高

兴呀！俺这书记，那是真好呀！”说起这

个“看护人”，张艳如赞不绝口。

自“六帮六助”工作开展以来，大定

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省市相关部署，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真

心实意办好事、办实事、解难题，让群

众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尤其是针对独居老人、

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该街道为他们

量身定制“暖心卡”，在卡片上标明联

户工作人员、村医、包村干部、包村领

导等姓名和电话，让他们可以在有困

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找到责任人，快速

解决问题，让群众吃下一颗“定心丸”。

同时，暖心卡上还特别印制了居家防护

指南，为群众做好居家防护提供科学依

据。针对无手机的弱势群体，采取联户

党员“一天2访”工作方法，确保第一时

间发现并解决问题，切实为弱势群体筑

牢安全线。

目前，该街道已为辖区群众发放张

贴暖心卡400余张，实现辖区弱势群体

全覆盖；发放爱心蔬菜包70余份；走访

中发现整改安全隐患5处；为10户群众

更换取暖设备。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

领原则，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推动‘六帮

六助’活动走深走实，真正走到人民群

众心里去。”该街道主要负责人说。

说暖心话 办暖心事 当暖心人

淮滨县 统一发放社保卡 增强员工获得感

宝丰县李庄乡

小小暖心卡 为民解难题孟州市大定街道

冬送温暖沁人心禹州市方岗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