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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的商丘乡村故事

百年梦圆看百村 40出出彩彩河南 圆梦
小小康康

相关链接

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新赵庄村位于民权县程庄镇
政府南5公里处，南邻亚洲四大
人工防护林带之一的申甘林带。
该村辖 4 个自然村 8 个村民组，
人口2020人，耕地面积1795亩。

近几年来，程庄镇党委、镇
政府加大对新赵庄村资金投入，
绘制宣传墙画、建成文化广场，
安装体育器材，并对村内主要街
道高标准硬化、绿化、亮化，积
极组织开展“百村千户争创美丽
乡村美丽庭院”活动、“星级文
明户评选”活动，创新载体打造
亮点，建成“推窗见绿、抬头赏
景、起步闻香”的美丽庭院。建
高标准污水处理厂1座，建成地
下污水管网，彻底改善了村内、
户内污水横流的顽疾，进一步巩
固了人居环境卫生治理成效。

（闫鹏亮 整理）

新赵庄村村情

手机扫码掌上阅读

位于新赵庄村的施庆州豆制品厂
如今是民权县程庄镇的生态食品品牌。

“纯手工，无添加，能吃出小时候
的味道。”新赵庄村村民施庆州的爱人
王红丽说，“这是厂里对制作豆腐的要
求。”选豆、冲洗、研磨、地锅蒸煮、
压榨，每一道工序都精益求精，这才
有了高品质的口感。

2012年，王红丽和爱人施庆州开
始做豆腐。两人每天凌晨两点起床生
火，夜里 11点把第二天的用料备齐后
休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时 8
年，施庆州豆制品厂的豆腐最终从四
邻八乡的餐桌“走”进民权县城区
80%以上的较大商业超市。2019 年，
施庆州家年收入突破30万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看的
不仅仅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看的还有
老乡“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奋斗状
态。曾经的贫困户楚翠霞发展草莓采
摘园；留守妇女赵红丽建起了能容纳
800对鹦鹉的小型养殖场；程庄镇唯一
的女村支部书记、新赵庄村支部书记
高青连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晒得比
男劳力都黑……在新赵庄村，每一个
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以及村庄的新变
化努力着、奋斗着。

新赵庄村位于民权县程庄镇政府
南5公里处，向南500米就是亚洲四大
人工防护林带之一的申甘林带。该村
辖 4个自然村，人口 2020人，原有贫
困户65户，耕地面积1795亩。人均不
足一亩地，搞玉米、小麦等传统轮作
种植没有多大经济价值，很多村民一
年到头手里都没有宽裕过。满脑子脱
贫致富梦的楚翠霞不甘心就这样穷下
去，她“蛰伏”在大田里等待机会。

2015年，全国脱贫攻坚战号角吹
响，随后，中央、省、市、县一轮又
一轮的扶持农民创业的优惠政策相继
落地。创业的好时候来了！2017年冬
天，楚翠霞咬咬牙，贷了 5万元扶贫
小额贷款，在村头建了两座草莓温室
大棚。

刚入行的楚翠霞是个百分之百的
“门外汉”，为学技术，她就向附近村
的草莓种植大户讨教，遇到不愿意教
的，她就软磨硬缠的一直给人家赔笑
脸，如果实在搞不懂，她就向手机

“讨教”。这学一点，那学一点，慢慢
的，草莓种植的关键技术就都到了她
的手里。

2018年春节前后，草莓上市，由
于她的采摘园处于进出申甘林带的咽
喉位置，入园采摘生意出奇的好。“那

年春节前 1斤 60
元，到了 5 月
底 1斤还能卖
30元。”楚翠
霞说，“第一
年，两座大
棚净赚八九
万 元 ， 除 去
所有成本还有
盈 利 。” 2018
年，楚翠霞早早
就摘下了贫困户的
帽子。

利用申甘林带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通过发展林下经济
带脱贫，是程庄镇全域谋划的一盘大
棋，新赵庄村是首屈一指的受益者。
自 2016年开始，程庄镇就依托民权天
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施食用菌种植
到户增收项目，相继发展林下食用菌
种植大棚2000座，其中新赵庄村66户
贫困户 （2019年去世 1户） 共得大棚
33座，户年均分红 800元左右。蘑菇
大棚就在村头，该村有 20多户贫困户
长年在此就业。“采蘑菇一斤 2毛钱，
旺季每人每天平均收入 80多元。”负
责管理蘑菇大棚的村民赵安祥说。

实现产业兴旺，必须要尽可能地
实现多元化发展。基于此，高青连和
在该村驻村的民权县电业局的帮扶队
员们“磨破了嘴皮子”“跑断了腿”，
2019年年底，终于把商丘市嘉吉食品
有限公司招进了村。嘉吉食品长年稳
定用工48人，人均月工资3000多元。

生活富裕，是农民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结婚就
没有有钱过”的赵红丽不甘于现状，
2018年她开始向养鹦鹉的亲戚学习技
术。2019年，为了不耽误爱人外出打
工挣钱，她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
硬生生建起了鹦鹉养殖场。“一对 80

元，一批 800 对，
一年出 4批，客商上

门拉。”两年从没睡过
一个囫囵觉的赵红丽说，

“天上不会往下掉钱，只要想
过好，就要拼命干！”

群众生活慢慢好起来，村里居住
环境也要靓起来。2018年，高青连在
镇里的支持下开始了整村改造提升工
程。“拆群众多少面积给群众建多少面
积，不让群众有一点损失。”高青连
说。她一户一户登门劝说、丈量，最
终把村里犬牙交错的 24户群众的大门
都统一规划了起来。

在一处竹林掩映的农家院里，82
岁的乡贤赵传珠高兴地说：“院外是花
园，门口是广场，夜里路灯亮，生活
越过越有劲，我要争取活过100岁！”

新赵庄村：勤劳致富赶上好时候
本报记者 侯国胜 闫鹏亮

▶新赵庄村整洁的
街道。

▼鹦鹉养殖户赵红
丽在给鹦鹉喂食。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 年 8 月 3 日 10 时至 2020 年 8 月 4 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spm=
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
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路南侧顺
河路东侧智恒爱丁堡 9号楼 1单元 8层 1-
802号房产一处，建筑面积89.93平方米。详
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叶法官 电话：176037080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月 3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4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
路南侧顺河路东侧智恒爱丁堡 9 号楼 1-
1003号，建筑面积：143.23平方米。详细
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有意者请
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董法官 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 8月 3日 10时至 2020年 8月 4日 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
（网 址 ：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5262.7189077.0.0.qsF8TH&us ⁃
er_id=2021143562，户名：商丘市梁园区
人民法院），公开拍卖商丘市睢阳区南京
路南侧顺河路东侧智恒爱丁堡 13号楼 1-
801 号房地产，建筑面积： 181.42 平方
米。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询，
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董法官 电话：17603708211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定于

2020年7月27日10时至2020年7月28日10
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
址 ： http://sf.taobao.com/law_court.htm?
spm=5262.7189077.0.0.qsF8TH&user_id=
2021143562http://sf.taobao.com/law_court.
htm?spm=1.221999.238917.1&user_id=
829073545，户名：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公开拍卖商丘市庆红电器有限公司的一批家
用电器。详细信息请登录上述网址浏览查
询，有意者请按网站公布要求参加竞买。

联系人：郜法官 电话：17603708013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2020年7月16日

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第二次）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讲好退役军人故事，树立标杆、
引领风尚，展现退役军人风采，激励广大退役军人奋发有
为，激发广大退役军人的自豪感、荣誉感。根据中共商丘市
委宣传部、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商丘军分区政治工作处
《关于开展商丘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的通知》
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加强协调，形成合力，认真组织实施了本地的最美退役军人
宣传推介活动，及时推荐报送典型线索。通过单位推荐、组
织筛选、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评定等环节，商丘第二届“最
美退役军人”拟入选名单（13人）已经确定，现予以公示。

第一类 爱岗敬业 服务社会（3人）
袁其明 男 商丘市公安局国保和反恐怖支队副支队长

丁建宏 男 商丘市信访局复查复核办主任
李 永 男 睢县人民防空办公室副主任
第二类 就业创业 助力脱贫（3人）
梁 生 男 商丘市珂铭工量具有限公司经理
王 峰 男 民权一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赵 明 男 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科长
第三类 公益事业 助人为乐（3人）
孙等利 男 商丘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主任
尹照明 男 商丘丰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
宋占林 男 商丘市星光老年之家院长
第四类 疫情防控 无私奉献（4人）
刘慧欣 男 永城市住房保障局职工
谭志刚 男 商丘奥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医生

关红伟 男 宁陵县石桥镇任庄村打铁楼村村民
刘 辉 男 商丘日报社记者
公示时间：2020年7月17日—21日。公示期间，如对

拟入选名单有异议，可向商丘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
评选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反映。同
时，请告知或签署本人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以利于调查核实和反馈情况。

监督电话：0370—3286709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机关纪工委）

来信地址：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归德路与株洲路交
叉口西南角
商丘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20年7月15日

商丘市第二届“最美退役军人”拟入选名单公示

一线传真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薛媛梅）“郑州大学干部培训
中心在民权县建立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必将极大地提升
民权县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水平，为民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7月15日，民权县委党校负责人说。

据了解，7月 9日上午，郑州大学干部培训中心现场教学基
地在民权县委党校揭牌。揭牌仪式前，双方召开了座谈会。双方
与会人员围绕干部教育培训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在干部教
育培训、学员实践教学等方面形成了广泛共识，达成了初步合作
意向。双方同意在学术理论研究、科研项目承担、社会服务提升
以及智库建设等方面深入探讨、深度合作、共同发展，把各项工
作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实。

“干部培训是锤炼干部素质、推动干部队伍开阔视野、更新
观念、转变思维、提高本领的有效途径，现场教学和实践教学是
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环节。民权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底蕴，
时代人物辈出，教学资源饱满丰富、特色鲜明、相对集中，依托
县委党校优越的实训条件，可以很好地开展现场教学培训。希望
能从服务社会、干部考核与测评等方面加强合作，把基地建好、
建实，为党的干部培训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 15日，郑
州大学培训中心主任张进超说。

郑州大学现场教学
基地在民权揭牌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日前，县政协组织部分文化艺术届
政协委员和相关单位负责人到该县双塔镇秣坡村、程庄镇葛庄村
和北关镇李馆地道，调研红色文化挖掘与保护工作。

在双塔镇秣坡村，调研组一行详细了解了民权第一个党支部
成立的历史背景、主要遗迹、有关人物和历史故事，查看了红色
教育基地建设推进情况；在葛庄村，调研组一行查看了葛庄地道
的修缮和红色堡垒纪念馆文物保护，了解了葛庄村参与抗日、建
立革命根据地、发展党员的光辉事迹和近年来的建设保护工作；
在李馆地道，调研组一行听取了第二代地道守护人的介绍，了解
当地政府努力利用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旅游景点的有关情况。

调研组认为，民权具有良好的革命传统，拥有较多的红色文
化资源。要进一步加强对红色文化的挖掘和保护，传承好红色基
因，使红色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

民权县部分文化艺术届政协委员

调研红色文化挖掘保护工作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许世峰）“这本警示教育书编
印得非常及时，工作之余多翻阅，可以起到警钟长鸣作用。”7
月 16日，民权县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高扬拿着手里的《扶
贫领域警示教育读本》兴奋地说。

据悉，该读本是该县纪委监委编印，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
严守底线、远离红线，筑牢廉政“防火墙”，扎实推进以案促改
工作深入开展的又一创举。读本采用“案例+漫画+点评”的方
式，精选近三年来全省扶贫领域发生的脱贫攻坚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微腐败”等典型违纪违法案例 100件，汇制成册。通过
以案明纪、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提醒告诫全县广大党员干部严
守初心，勇担使命。

目前，该县纪委监委已印制《扶贫领域警示教育读本》1500
余册，发放到委机关各部室、县直各单位、乡镇、村（社区）
等，做到全县各级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全覆盖。

民权县纪委监委

编制警示教育读本
为干部注入“清醒剂”

7 月 16 日，民权县花园乡朱庄村村民在整理出产的香
菜，准备装箱外运。据悉，在此务工的都是本村妇女，她们
足不出村每天能挣80元左右。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7月15日，民权县褚庙乡赵坝村村民在山药种植基地进
行爬秧管理。该基地流转土地 3000 亩，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经营，通过“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方
式，促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