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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关注·社会

本报讯“今天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啊，这

六七十亩果园，要干到啥时候呀？”

“这活我能干动，草刚发芽，锄着快。

咱这生态园水利条件好，果园管理到位，今

年就能有好效益。”

3月 23日上午，在汝州市温泉镇张寨

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行正与果

园承包大户刘群一问一答，满含憧憬。他

们的四周，是村集体经济项目锦盛生态园

姹紫嫣红的鲜花和绽放绿芽的果树。

刘行正说，“五星”支部创建开始后，村

“两委”班子成员，择菜剥葱，各管一工，大

家对照创建标准，每个人都定下了具体工

作和考核目标，心紧紧绑在一起。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座

堡垒。张寨村投资220余万元的锦盛生态

园从一张白纸开始绘画，目前，一期已建成

投用，年收益100余万元，并带动11户村民

稳定增收。如此巨变，让张寨人看到了建

强党支部战斗堡垒的重要性。

“五星”支部创建以来，张寨村坚持每

周“支部会商”，将全村18个村民组划分为

3个工作片，由6名村“两委”成员分包，40

名在家党员分别联系全村921户农户，定期

收集户情信息，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张寨村采取远程教育、集中理论学

习、实地观摩等形式，定期对党员进行教

育培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党性修

养，开阔思路，提升干事创业的激情和能

力。“这两年，我们村的党员队伍平均年龄

持续下降，平均学历持续上升，发展的入

党积极分子，都是村里的致富能手和有知

识的年轻人。张寨村的发展，后继有人！”

刘行正说。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要支撑。春

分时节，走进张寨村锦盛生态园，桃花粉

红、梨花雪白，石榴树吐出紫色的嫩芽，大

棚里羊肚菌密密麻麻，刘行正和村民们在

聊着长势和行情。

2021年，村集体以每亩400元的

价格流转土地500亩，投资220余万元，

建设了锦盛生态园项目，大力发展休闲

观光农业。

不仅要让老百姓有钱赚，还要让他们

有幸福感。在人居环境建设上，张寨村“两

委”舍得投入。

张寨村先后筹措资金 500余万元，持

续推进人居环境提升。积极探索日常保洁

维护长效机制，组织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志

愿者成立服务队，建立双“三包”机制，实现

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环境卫生常扫常

清。统筹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垃圾治理和

污水处理，改厕690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8.9%。建成公共厕所 4座，达到每千人 1

座标准，公厕日常维护到位，极大地方便了

群众生活。投入资金 130万余元，将污水

横流的寨壕沟，改建为可停放 200台车辆

的停车场，解决了群众停车难问题。利用

镇区道路修建时拆除的地砖、装饰小品和

移栽的风景树等，融入党建、民俗等元素，

修建了 1200平方米的党建游园。将原先

的老村部改建成日间照料中心，使之成为

村民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的重要阵地。

村内有两条近200米的道路，因受寨沟

影响道路不通，群众称为“半截街”，“五星”

支部创建开始后，村“两委”筹措资金13万

元，打通了这两条“断头路”。“这两条断头

路能够修通，说明张寨村的干部是能啃硬

骨头的，也是真真正正为群众办好事的。”

村民们对此纷纷点赞。

全村921户村民，按照村民小组划分为

44个网格，选聘常年在家的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老干部、退休教师、退役军人等担任

网格长，网格长每周至少走访1次片区，包

片村干部定期收集网格长反馈的信息，随

时化解矛盾纠纷。

张寨村还明确专人管理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文化广场、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农

家书屋等场所，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组织开

展戏曲红歌传唱、篮球赛、广场舞比赛等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16场次，丰富了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乡村光荣榜、星级文

明户评比等文明创建活动，累计评选星级

文明户54户、五好家庭18户、好媳妇好婆

婆32人，大力弘扬尊老爱幼、家庭和睦、邻

里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定期举办健康知

识讲座和义诊活动，提升村民卫生健康意

识。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坚持党员干部带

头执行，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反对铺

张浪费，防止大操大办，从根本上破除陈规

陋习。

在张寨村荣誉室，国家森林乡村、河南

省卫生村、河南省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行动先进村、河南省“五星”党支部、平顶山

市文明村、平顶山市人居环境整治红旗村、

平顶山市十大美丽乡村，一块块金光闪闪

的牌匾，生动地诠释着一个“明星村”的奋

进历程。

临别时，刘行正说，今年计划对 1500

米村道进行提升改造，铺设沥青路面，对

2100米的东干路安装70盏路灯，并加装宣

传牌，继续提升人居环境；同时争创平顶山

市和美乡村示范村；目前生态园二期正在

规划建设，重点发展餐饮、民宿、垂钓等配

套产业，打造村集体经济新的增长点。现

在觉得，越干需要干的事越多，事越多干着

越有劲！

（张鸿飞 郭营战 梁亚波 文/图）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孙雨蒙、陈晓亮，在第十二届全省优秀公诉人暨

第一届全省优秀刑事检察官助理业务竞赛中，

获得“全省优秀公诉人”称号。孙雨蒙同时获得

“最佳论辩奖”。

为更好地总结经验、学习先进典型，汝州

市人民检察院召开座谈会，欢迎获奖选手载誉

归来。

孙雨蒙、陈晓亮结合参赛经历和工作实际，

分享了心得体会和感悟收获，表示要将比赛中

学习提升的本领更好转化为检察业务工作能

力，以“求极致”的精神做好每一项工作。

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慧

说，希望参赛选手珍惜荣誉，发挥先进典型的

“传帮带”作用，形成争创先进、学习先进、弘扬

先进的氛围，加大青年干警的培养力度，培养人

才专业梯队，不断提升干警综合素能，锻造优秀

检察队伍。 （郭慧利/文 李晓沛/图）

本报讯 目前目前，，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正是春耕备耕的好时节，，

在汝州市温泉镇南刘村集体经济项目辣椒在汝州市温泉镇南刘村集体经济项目辣椒

种植基地内种植基地内，，一台辣椒直播机正在田地里一台辣椒直播机正在田地里

来回穿梭来回穿梭，，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伴随着轰隆隆的声响，，一条条黑一条条黑

色的塑料薄膜整齐地出现在田地上色的塑料薄膜整齐地出现在田地上。。

辣椒直播是该村引进的新技术辣椒直播是该村引进的新技术，，不用不用

育苗也能达到育苗的效果育苗也能达到育苗的效果，，省时省力还节省时省力还节

省成本省成本。“。“一台辣椒直播机一台辣椒直播机，，每天可播种每天可播种2020

亩以上亩以上，，同时在播种的时候同时在播种的时候，，地膜和滴灌带地膜和滴灌带

铺设一次性完成铺设一次性完成，，非常高效非常高效。”。”基地负责人基地负责人

张占胜说张占胜说。。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南刘村在经南刘村在经

过多方考察后过多方考察后，，采取采取““党支部党支部++合作社合作社++公司公司””

的形式发展辣椒种植产业的形式发展辣椒种植产业，，党支部拿出土党支部拿出土

地地，，合作社和公司负责资金投入合作社和公司负责资金投入、、辣椒种植辣椒种植

管理和销售管理和销售。“。“辣椒产业是个风险相对较低辣椒产业是个风险相对较低，，

且很有市场的一个产业且很有市场的一个产业，，南刘村集体经济刚南刘村集体经济刚

起步起步，，这个产业很适合我们这个产业很适合我们。”。”南刘村党支部南刘村党支部

书记书记、、村委会主任田奇善说村委会主任田奇善说。。

确定这个产业后确定这个产业后，，南刘村利用南刘村利用 8080亩村亩村

集体土地种植辣椒集体土地种植辣椒，，其中其中 4040亩采用直播的亩采用直播的

方式种植朝天椒方式种植朝天椒，，另外另外 4040亩采用移栽的方亩采用移栽的方

式种植线椒式种植线椒。。辣椒种子是从湖南采购的辣椒种子是从湖南采购的，，每每

亩地种子费用在亩地种子费用在150150元左右元左右，，加上地膜和滴加上地膜和滴

灌带投资每亩投入灌带投资每亩投入 350350 元左右元左右。。地膜用地膜用

的是的是 11..55 丝银黑双面地膜丝银黑双面地膜，，保温保湿效果保温保湿效果

好好，，辣椒成熟后也好回收辣椒成熟后也好回收，，不会造成污染不会造成污染。。

张占胜说张占胜说，，现在播种现在播种，，到到88月份辣椒成月份辣椒成

熟熟，，亩产在亩产在25002500斤左右斤左右，，最近几年行情好最近几年行情好，，

一亩地效益可达一亩地效益可达 75007500元元。。辣椒采摘需要辣椒采摘需要

大量劳动力大量劳动力，，8080亩辣椒需要近百名采摘工亩辣椒需要近百名采摘工

人人，，可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可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田奇善笑着说田奇善笑着说，，先种先种 8080亩做试验亩做试验，，如如

果今年效益好的话果今年效益好的话，，会扩大种植规模会扩大种植规模，，带动带动

群众共同增收致富群众共同增收致富，，实现南刘村的产业兴实现南刘村的产业兴

旺旺。。 （张鸿飞 郭营战 梁亚波 文/图）

温泉镇张寨村

“五星”支部创建跑出“加速度”

温泉镇南刘村

党建引领促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本报讯 3月 25日，汝州市人民法院举行隆

重仪式，为该院刘延斌、陈如平、郭顺奇三位法官

颁发最高人民法院授予的“荣誉天平纪念章”和

荣誉证书。

陈如平代表获此荣誉的同志发言，在回顾

三十年芳华岁月、分享体会和感悟后表示，“荣

誉天平纪念章”既是对他的肯定，更是激励和鞭

策，他将以这份荣誉为新起点，继续忠诚履职，

以实际行动守护公平正义。

汝州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楚军荣说，

获得“荣誉天平纪念章”的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奋

斗在司法战线，为法院事业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

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宗

旨。希望获得荣誉的同志，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

作用，积极建言献策，做好“传帮带”工作，以丰富

的工作经验帮助青年干警快速成长。其他同志

要做到见贤思齐、爱岗敬业、真抓实干、砥砺前

行，努力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以实际行动诠释新

时代法院干警的责任和担当，凝心聚力、坚守信

仰，共同谱写汝州市人民法院新华章！

（宋佳 文/图）

本报讯 自3月28日起，汝州市组织全市15

个乡镇的30名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跟岗学习，旨

在进一步推进乡镇综合行政执法工作，提高乡镇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业务水平和办案能力。

据悉，本次跟岗学习，以乡镇为单位划分

5 个组，每组轮流在城市管理执法、市场监督

管理、交通运输等 8个行政执法单位跟岗学习

80天。 （许艳芳）

本报讯 3月 27日，汝州市交通运输局组织

120余名一线执法人员，参加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人员集中培训活动。

培训中，授课老师紧扣交通执法工作实际，

带领大家强化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讲解了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程序，以及交通执法案件处理中应当

注意的细节和问题等，强调要严格办案程序，规

范办案流程，避免程序违法等问题的出现。培训

结束后，对参加学习的人员进行了测试。

（仝霖）

3月28日，
汝州市司法局
组织法律援助
中心、市普法办
工作人员到工
人文化宫游园，
围绕法律援助
法、反电信网络
诈骗、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女
职工维权等法
律法规进行普
法宣传。

许艳芳 摄

汝州市法院

三位法官获颁“荣誉天平纪念章”

汝州市检察院召开座谈会

学习“全省优秀公诉人”先进事迹

本报讯 日前，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杨慧主持召开专题部署会议，落实平

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六项行动计划”，并提出四

点要求。

会议传达了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

“六项行动计划”领导小组及工作方案的通知》，成

立了汝州市人民检察院“六项行动计划”领导小

组，确定了“党建铸魂、质效跃升、双基双强、英才

养成、数据赋能、金字招牌”六个专班的负责人和

组成人员，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落实举措。（郭慧利）

新闻 1+1

汝州市检察院落实“六项行动计划”

刘行正了解羊肚菌长势和行情刘行正了解羊肚菌长势和行情

果园承包户锄草果园承包户锄草

生产路文化墙生产路文化墙

辣椒直播辣椒直播

楚军荣楚军荣（（左二））与与““荣誉天平纪念章荣誉天平纪念章””获得者合影获得者合影

杨慧杨慧（（中中））与与““全省优秀公诉人全省优秀公诉人””获得者合影获得者合影

创建“五星”支部
引领基层治理引领基层治理

全面提高基层行政执法水平
汝州市组织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人员跟岗学习

让交通运输执法更规范高效
汝州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一线执法人员集中培训

3月30日，汝
州市人民法院温泉
法庭揭牌。平顶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
任张学玲（左四），
汝州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李新杰
（左三）揭牌。祝建
中、温卫杰、杨慧、
李华州参加活动。
汝州市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楚军
荣主持揭牌仪式。

张鸿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