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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红立 许金安 吕小伟 贾浩

“这里面的银鱼来自基地旁边的陆

浑水库，麻辣爽口、美容养颜、补肝益

脑！陆浑水库是国家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修建的以防洪为主的大型水库，距洛

阳市区 60公里，也是全国定点银鱼养

殖基地。我们这里不仅有陆浑，还有伏

牛、熊耳、外方三山，伊河、汝河、白河三

河。湖山圣域，嵩县爱你，欢迎大家来

基地参观，到嵩县旅游！”

1月 3日，洛阳润隆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润隆农业），孙晓园在直

播间售卖银鱼酱的同时，不忘宣传推介

家乡。

24岁的孙晓园是嵩县饭坡镇泥河

村人。饭坡有种植辣椒、花生的传统，

孙晓园从小就爱吃麻辣食品，大学毕业

后在食品厂工作，为推销家乡辣椒，邀

约 3名年轻合伙人建起辣椒食品加工

厂，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青春力量。

山村回来了年轻人

从嵩县县城出发，沿陆浑水库右岸

向东开车 30分钟，便来到了位于泥河

村的润隆农业。

“这是晓园的建议，之前是一块荒坡

地，无法利用，上个月刚刚垒了包坎，垫出

15亩地，春节过后在这里育苗，年轻人敢

想敢干，两年来基地变化很大！”指着基地

里刚刚开垦出的一片土地，泥河村党支部

书记王迎卫对孙晓园赞赏有加。

孙晓园是受王迎卫之邀，2020年 5

月回乡的。

2019年，孙晓园从河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后，入职郑州一家食品厂。

味蕾深处是故乡，接触食品加工行业，

乡愁每日俱增。辣椒香、花生酥、山泉

水，总会唤起她的想念。

彼时，有着十多年调料加工销售经

验的王迎卫，也在为如何盘活村子一闲

置扶贫厂发愁，“晓园在食品厂，让她想

想办法”。

几番游说，孙晓园动了心：“自己有

经验，家乡有资源，与其说在工厂‘两点

一线’，不如回家带领乡亲一起致富。”

身单力薄，家乡年轻人不多，孙晓

园多方联系同事、朋友，邀约到饭坡调

研，了解政策、产业，最终说服3名朋友

一起回嵩县创业。

2021年 8月，定位当地辣椒、花椒、

芝麻等深加工，生产辣椒酱和调味油两

个系列产品开发方向的润隆农业成

立。四川董技术的朋友负责生产，擅长

销售的安徽朋友负责营销，她和洛阳的

好友主管原料收购、种植基地管护等，

村内事务协调、土地流转、产业结构调

整则由王迎卫出面，强强联合，握指成

拳。

考察学习、改造厂房，引进日本生

产线，计划投资 500万元，最终 800万

元才达到运行条件。为了宣传家乡，孙

晓园以当地的“龙潭沟”“禹皇湖”注册

了商标。2021年 9月，丰收的季节，孙

晓园家乡上空飘出了缕缕油香。

“年轻人能干大事”。自此，四乡八

邻对孙晓园及合伙人纷纷竖起大拇指。

小辣椒成就大产业

润隆农业投产，最高兴的当属王迎

卫。“不单村子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润隆农

业联合，集体经济增收6万元，关键的是

带富了一方群众，村里的辣椒、花生再也

不愁卖了！”王迎卫说，“现在政策真是

好，政府扶持、电商赋能，产品质量好，价

格公道，又有‘嵩上好礼’区域公用品牌

加持，一经上市便迅速打开销路！”

王迎卫坦言，这与他20多年前“捣

腾”调料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那

时注册商标要跑到北京，走乡串寨、赶

会赶集售卖，最多带动20多名批发商，

现在‘合作社+公司+基地+农户’，订单

农业，网上注册商标，网上卖货，带动产

业结构调整、数千人致富。”

据了解，目前润隆农业的调味酱、调

味油、芝麻油、芝麻酱等30余款产品已

销往全省18个地市，年产值1500万元，

带动100余户辣椒种植户稳定增收、30

多名群众家门口就业，发展辣椒1200余

亩。润隆农业还通过委托种植、协议收

购、电商直销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

年轻人自有年轻人的营销策略。

饭坡镇镇长程龙说：“2021年 11月，镇

里派出了孙晓园参加嵩县第二届农产

品直播带货大赛，创造了 5天销售 700

余单的记录，斩获一等奖。”

为让更多当地农产品搭上网络快

车。饭坡镇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户”形式，以省级集体经济项目发展

资金 50万元为启动资金，吸引润隆农

业配套40万元入股，去年11月，润隆农

业电商产业园电商楼建成，展厅、直播

间、培训教室、办公室等一应俱全，饭坡

镇电子商务进入发展新阶段。

程龙介绍说，全镇的农产品都可以

入驻产业园，下一步将邀请网络达人和

电商高手来园区讲课，培训农民知网、

上网、用网，努力做到“户户有产品，人

人是网红”。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乡村振

兴的滚滚春潮让孙晓园更加坚定了向

党组织靠拢的决心，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时时处处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2022年 4月，孙晓园入选洛阳市“百名

优秀乡贤”；2022年“七一”前夕，她成为

一名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

孙晓园说：“目前80亩的辣椒育苗

基地已整理完毕，2023年的目标是带动

周边6个村发展辣椒3000亩。同时，积

极发挥润隆农业优势，帮助群众销售鸡

蛋、粉条、菌类、杂粮、蜂蜜等产品，让

‘嵩上好礼’红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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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园 青春在陆浑湖畔闪光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张
瑞敏 唐智阔）“你看，现在俺村的南北

大街不仅铺上了柏油，还施划了交通

标识线……”1月3日，长葛市南席镇

古城村党支部书记杨亚林高兴地说，

“这条路修得好，要感谢联镇帮村干

部贾伟杰。”

贾伟杰是长葛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下派到古城村的联镇帮村干

部。2022年驻村以来，他就积极为村

里申请道路铺油项目，指导村里成立

“助农服务队”，大力发展果蔬大棚产

业，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50多个，促

进群众持续增收。

在长葛市，像贾伟杰这样和群众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谋发展

之计的联镇帮村干部有398名，覆盖

了全市 398个村（社区）。他们积极

参与到“精美长葛”“乡村振兴”等各

项工作中，实现了服务群众零距离。

据介绍，该市围绕建立健全联镇

帮村长效机制，制定下发了《长葛市

2022年联镇帮村工作要点》《关于运

用联镇帮村机制助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工作的通知》等 47个规范

性文件，明确重点任务，从严从细抓

实联镇帮村工作。

2022年，长葛市398名联镇帮村

干部赴联系点召开座谈会7900余场

（次），走访群众3.2万人（次），现场解

决各类问题 6800多个；帮助困难群

众销售蔬菜 3.5 万斤，帮助 800多名

困难群众落实临时救助等相关政策，

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围绕全域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长葛市联镇帮村干部组织投入人

工 65 万人次，完成“增绿”任务 675

亩，完成游园绿化 203个；筹集社会

资金 4000 多万元，修建排前路 252

公里，修砌排水沟 125公里；完成户

厕改造8900多户。

围绕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长葛

市联镇帮村干部指导村（社区）挖掘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高效种养业、特

色加工业等新产业新业态。2022年，

长葛市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40个，

合作社总数达590个，入社农户7.76

万户；村集体经济收入 20万元以上

的村（社区）127个，村集体经济收入

50万元以上的村（社区）30个，村集

体经济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村（社

区）16个。

“我们将继续严格落实联镇帮村

各项责任，组织联镇帮村干部持续在

‘统筹城乡，促进区域融合发展’上下

功夫，在深化‘精美长葛’建设和乡村

振兴上见行动，使联镇帮村工作更接

地气，更好地服务群众，不断提升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长葛市委书

记张忠民表示。

办实事办实事我 为 群 众

联镇帮村全覆盖 服务群众零距离
长葛市398名干部发挥帮联作用真抓实干助振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徐
升）“感谢供电所的师傅们，大冷的

天一个电话就赶来给我们家更换损

坏的空气开关。”1月 3日，许昌市建

安区将官池镇秋湖村返乡人员卢俊

克在该村村民微信群里发了一条消

息，对将官池供电所工作人员点赞。

在外打工一年的卢俊克和家人

1月2日回到了位于将官池镇秋湖村

的老家。

“空气开关都合上了，咋还没

电？”到家后，卢俊克合上断开了一年

的空气开关后，发现家里还是没电。

“对了，咱村微信群里有供电所

的电话，你打打试试。”卢俊克的妻

子提醒说。

正在将官池供电所里值班的李

军超接到卢俊克打来的电话后，随

即和台区经理徐振山赶往秋湖村。

经过检查发现，没电的原因是

由于卢俊克家的空气开关长时间不

用造成的故障。李军超随即拿出一

个空气开关换了上去。“嗒”的一声，

卢俊克家的灯亮了起来，电暖器热

了起来。

为确保广大返乡人员回家“屋

内亮堂堂”，许昌市建安供电公司利

用微信群、朋友圈、在营业厅，各村

粘贴《致创业返乡人员的一封信》，

提醒广大返乡人员通过关注网上国

网App、微信公众号，使大家足不出

户时时掌握自家的用电情况，办理

相关用电业务。

同时，建安供电公司还加强夜

巡、特巡，确保设备安全运行、可靠

供电。组织专人负责接听值班电

话，及时解决返乡人员各类用电问

题，全力守护城乡居民安全用电，温

暖度冬。

本报讯“感谢乡贤专班，农行

150万元的贷款真是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樱桃肯定又红又大！”1月 3日，

谈起去年年底及时到账的那一笔贷

款，河南天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现宽给乡贤专班竖起了大拇

指。

作为乡贤“娘家人”，新安县乡

贤返乡创业工作专班始终把乡贤的

烦心事揪心事记在心上，在广泛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2022年 10月初，

新安县乡贤返乡创业工作专班联合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业

农村局等，积极与当地农业银行、中

原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建设银行、

融兴村镇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金

融机构协调对接，达成了低息发放

贷款5600万元支持乡贤创业意向。

为促进贷款落实到位，专班还

印发了《支持乡贤返乡创业金融服

务手册》，对支持乡贤返乡创业金融

政策、各家金融机构创业贷款产品

等进行了明晰。

据了解，目前共为 60家乡贤企

业发放贷款2836万元，为乡贤创业

注入源头活水。

（许金安 任思洁）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刘亚鑫 通

讯员张阳峰 郭冬青）1月 3日，记者

从辉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

该市冀屯镇、赵固镇、占城镇三个村

民住房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项目

已竣工，并完成分房交付钥匙。

除了三个集中安置项目外，去

年7月特大暴雨后，辉县市还积极谋

划实施了总投资约 177.1 亿元的城

南片区建设项目。项目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综合行政中心、新建道路及

市政配套设施、新建安置区及医疗、

学校、教育配套等。

目前，城南片区建设项目第一

安置区项目总规划约 500亩，40栋

主体正在抓紧建设，已完成投资约4

亿元；8条市政道路总长约26公里，

已全部开工；两所学校总规划约190

亩，目前已完成招标，正在进行基础

施工；南湖医院总规划约 97.59亩，

目前已完成招标，进场施工，计划完

成投资4.8亿元。

在保障质量安全上，辉县市还将

灾后重建项目纳入监管，督促参建各

方按照建筑工程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严格履行建设程序和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等，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许昌市建安供电公司

供电服务送到家 回家过年亮堂堂

新安县 引金融活水 助创新创业辉县市

重建新家园
共筑安居梦

□本报记者 刘景华
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地处豫陕边界、秦巴山区深处的

卢氏县，是河南省面积最大、平均海

拔最高、人口密度最小的县，全县400

多名村医，扎根大山深处，情系父老

乡亲，涌现出许多感人事迹。

乔润生 一片一粒总关情

2022年 12月 20日，卢氏县城关

镇和平里社区卫生室医生乔润生将

1000片退烧药免费发放给 200余名

群众。“乔医生真是雪中送炭。太感

谢了！”社区居民赞不绝口。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42岁的助理

医师乔润生设立了24小时咨询问诊

电话。疫情防控期间，乔润生多次被

抽调到集中隔离点工作。

屈霞茹 甘洒热血为防疫

屈霞茹，杜关镇南盘村乡村医生，

她肩负着全村1017名群众的健康服

务工作。2022年9月24日，屈霞茹一

大早为前来看病的同村大爷开好处方

配好药后，匆忙骑车前往离家8公里的

209国道超限站疫情防控卡点，中途一

不留神重重摔倒在地。她强忍着腹部

疼痛继续骑车前往卡点，换上防护服

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忙到当天上午11

点左右，屈茹霞脸色苍白、直冒冷汗，

休克晕倒在地。经急诊检查为脾脏破

裂，出血800毫升，情况非常危险，当

即对其实施了脾脏全切术。病愈后，

屈霞茹仍旧坚守在村医岗位上。

董周明 坚守家乡为村民

东明镇北苏村乡村医生董周明，

担负着本村 1482 人健康服务工作，

他常年坚持到每家每户走访巡诊，对

村里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

群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群众也视他如

亲人。有亲戚动员他说：“当村医一

年挣不了多少钱，趁年轻不如一起外

出务工。”董周明说：“我如果走了，群

众有个头疼脑热，就不好办了。群众

信任我、需要我，我要在这大山里为

村民服务一辈子。”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付忠
于 续传刘威林）1月3日，汝南县东官

庄镇舍屯河段整治现场，挖掘机、卡车、

铲车正在紧张有序地工作。河道内的

淤积物、树枝、树根正被卡车有序运

走。该镇抓住入冬后河床淤泥处于封

冻状态，便于机械作业的有利时机，对

镇域内河道进行了集中整治，疏通河道

的同时，为下步打造水清、岸绿、流畅、

景美的生态流域提供了前提保障。

为做细做实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该镇强化机制保障，建立完善村（社

区）人居环境考核机制，细化工作内

容，明确创建目标，常态化开展人居

环境清洁工作；集中力量清理农户门

前屋后的“三堆六乱”、公共区域环境

卫生、农村道路两侧杂草垃圾、破旧

泥砖房以及开展河道整治和户厕整

改工作，并组织专班清理道路两侧广

告牌和违法建筑。

该镇还多次对各村人居环境工

作组织观摩评比，通过观摩评比活动

总结好的经验，找出存在的问题，让

各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切实做好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增强百姓幸福

感、获得感。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1月3日上

午，郑州市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金水区杜岭街道“这有山”项目

现场举行。城市更新项目是提振郑

州经济、提升城市品质、提升市民幸

福感的重要举措，这些项目的开工也

标志着今年该市将全面掀起项目建

设的高潮。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金水

河“一河两岸”城市更新项目、杜岭片

区二期工程“这有山”项目、郑上路绿

色公共空间、全球汇总部基地港等。

郑州市市长何雄表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郑州市将把城市更新摆在稳

投资、扩内需、增福祉的重要位置，着

力以城市更新带动新经济、导入新业

态、打造新场景、增添新功能。未来

2~3年，该市将完成10个历史文化街

区，10个旧工业区，5个旧市场，20个

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实现总投资超

4000亿元，探索形成城市更新的“郑

州模式”“郑州经验”；今年，全市入库

城市更新项目要达60个以上，年度投

资力争达1000亿元以上。

去年以来，郑州市以新发展理念

推进城市更新，建立了“市级统筹、区

级推动、横向协调、纵向联动”工作机

制，出台了城市更新“十四五”专项规

划等“1+2+N”政策体系，设立了城市

更新项目库、储备库，项目推进任务

清单“两库一单”，发布实施了商代王

城遗址、二七商圈等37个项目、总投

资3200多亿元，改善城市环境品质、

完善城市功能布局、释放产业发展空

间、提升群众幸福指数综合效应加速

显现。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聂
建武 陈海 余志强）前不久，新县首个

“评定分离”项目“2022年中央财政河

南省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

修复项目”顺利实施。

该项目由新县连康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作为招标方，预算资

金为 2950489.54元，通过采用“评定

分离”方式，经综合考察后确定中标

人，中标价2941692.87元。新县此次

“评定分离”项目的顺利完成，是该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创新招投标模式

的一次成功尝试，交易效果得到了市

场各方主体的一致好评。

何为“评定分离”？“评定分离”即

在招投标过程中将“评标委员会评

审”和“招标人定标”分离成两个独立

的环节，评标委员会根据招标文件规

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投标文件的

价格、技术、质量、安全等因素给予定

性评审意见，并向招标人推荐一定数

量、不排序的定标候选人；招标人组

建定标委员会，依据评标报告，结合

项目特点，按照既定的规则程序，从

中标候选人中择优确定中标人。“评

标结果”不再等于“中标结果”，让评

标委员会回归“专家”本色，当好专业

参谋，同时招标人更好实现“权责归

位”“优中选优”。

落实“评定分离”有利于提高县

内工程项目后期建设和管理质量，有

利于实现新县政府资源的优化配置，

有利于有效打击和防范围标串标行

为，为该县营造出良好的营商环境。

乡村医生守乡村

汝南县东官庄镇 疏通河道保畅通

郑州市 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开工

新县“评定分离”让交易更高效

2022年12月30日，汝阳县柏树
乡窑沟村村民在高高兴兴地挂灯笼。
近年来，窑沟村依靠原始村落保护完
整的自然优势，围绕“乡村+文旅”做好
乡村营运，积极发展生态乡村旅游业，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