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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2 日，雨过天晴，秋高气
爽。走进民权县龙塘镇吴堂村黄桃
园，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蓝天白云
下，一片片郁郁葱葱的黄桃林，树上
结满了金黄的桃子，在阳光下亮晶
晶，宛若一个个倒立的金元宝，层层
叠叠挂在上面。桃园里桃香四溢，三
三两两的游客正在采摘黄桃。

“这黄桃真好吃，又鲜又润，果
肉肥厚，软绵绵的，蜜汁满到顺着果
皮往外淌。”来自睢县的王先生边品
尝边夸赞。

村党支部书记吴思指着来来往
往、提着大箱小兜的游客，说起话来

自豪感十足，“进入农历8月，走亲访
友采摘黄桃的游客特别多，行情很是
看好。再说，这里的桃园就是旅游观
光生态采摘园，十分热闹。”

“前几年一个家庭收入两三万块
钱都算好的了，现在俺家种植的黄
桃，亩产 5000多斤，每斤平均销售 4
块钱，亩收入 2万多块钱。俺承包 4
亩半地，今年赚个 8 万块钱不成问
题。以前求吃饱，现在要奔小康，你
看我现在新房也盖好了，准备再买辆
车。俺从心里感谢政府的引导和支
持。”说起种植黄桃的利润，种植户
赵艳峰声音响亮。

龙塘镇克升种植专业合作社经理
张克升接过话题，“去年我看几家种
植的黄桃收益不错，我的合作社在镇
政府帮助下，通过土地流转，也种植
了黄桃树，按照‘合作社+基地+公
司’的发展模式，与水果深加工企业
签订订单，逐步发展壮大黄桃种植，
和村民一起致富。”

近年来，龙塘镇通过发展特色种
植业，鼓励村民和合作社承包土地进
行特色种植，生活逐渐富裕起来。目
前，种植有 400 余亩黄桃、600 余亩
大樱桃、100多亩核桃、400余亩红富
士苹果、800余亩鲜食葡萄等，现在

正是黄桃收获季节。
该镇党委书记张一鸣说：“我们

龙塘镇强化土地流转，鼓励村民和合
作社发展产业项目，贫困户通过就业
和创业，天天有活干，收入比以前高
多了，我相信黄桃等特色种植业以后
是越发展越好，不用出远门，全镇就
能实现脱贫。”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
年，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之年。民
权县龙塘镇通过发展黄桃等特色种植
业，带领群众就业增收，让群众有
事干、有钱赚，拓宽了群众增加收
入的新路子。

吴堂村又到丰收季
□ 朱光伟

图①① 99 月月 2222 日日，，在柘城县牛城镇三樱椒种植基在柘城县牛城镇三樱椒种植基
地地，，数十名身着鲜红数十名身着鲜红““辣妹子辣妹子””服饰的当地农民在田间服饰的当地农民在田间
采摘辣椒采摘辣椒，，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崔崔 坤坤 摄

图②② 99月月 2222日日，，民权县龙塘镇吴堂村黄桃园民权县龙塘镇吴堂村黄桃园，，游游
客正在采摘黄桃客正在采摘黄桃。。 吴兴福吴兴福 摄

图③③ 99 月月 2121 日日，，青年农民马驰舜正在管理无花青年农民马驰舜正在管理无花
果果。。柘城县大仵乡马庄村农民马驰舜种植的柘城县大仵乡马庄村农民马驰舜种植的 77亩多优亩多优
质无花果进入收获期质无花果进入收获期，，吸引游客前去采摘吸引游客前去采摘。。 张张 超超 摄

图④④ 99月月2222日日，，在夏邑县桑堌乡在夏邑县桑堌乡55GG电商园电商园，，演演
员载歌载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员载歌载舞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 大大 豫豫 摄

日前，宁陵县离退休老干部开展“我为河山赋能助力”活动，走进河南
省人大代表胡业的山羊养殖基地——豫东牧业集团胡庄村进行参观考
察。老干部们看到一排排干净整洁的羊舍，一万多只优质山羊“咩咩”叫
个不停，村办企业如此兴旺，表示农民有好的带头人，农民致富、农村发
展、经济振兴有希望了。 吕忠箱 摄

坞墙镇

“四到位”抓实秋季秸秆禁烧

本报讯（记者 白 鹏）睢阳区
坞墙镇正在按照省、市、区“三
秋”禁烧会议精神，以“四到位”
抓实抓牢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组织领导到位。该镇成立了
“三秋”禁烧及应急事件处置指挥
部，负责和组织全镇禁烧工作。12
个片区分别设立禁烧指挥部，分包
班子成员负总责，支部书记为第一
责任人，下派镇干部与村干部同岗
同责，深入一线全面做好“三秋”
秸秆禁烧工作。

宣传发动到位。该镇采取召开
会议、张贴标语、悬挂横幅、流动
宣传车、蓝天卫士、“小手拉大手”
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三秋”秸秆
禁烧宣传。强化全民禁烧意识，营
造社会舆论氛围，变群众被动接受
为主动参与，从思想上筑牢禁烧工
作安全防火墙。

责任压实到位。该镇按照“分
级管理、分级负责、各司其职”的
网格化管理原则，明确了镇、村、
组三级防火安全责任，实行目标管
理，全天候禁烧、全覆盖监管，以

“片区主体防火、包村干部区域防
火、村组干部定点防火、志愿队伍
全面巡逻”禁烧防火体系为抓手，
充分发挥镇村组网格化管理作用，
坚守全方位监控、不间断巡逻不松
懈，做到无火能防，有火可灭。

督查问责到位。由该镇纪委牵
头成立工作督查问责组，开启问责
机制，从严巡查督查，严防失职渎
职，保证禁烧扎实有力。书记、镇
长及督查问责组人员不定期下村巡
查检查。确保镇、村、组三级秸秆
禁烧工作组织措施到位、人员值班
到位、火情监控到位、报警处置到
位、违法打击到位、问责追究到位。

民权县交通运输局

清理打场晒粮保畅通

本报讯 （梁 磊）“双节”来
临之际，正是“三秋”时节，民权
县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采取有力措
施，全力做好秋季公路打场晒粮治理
工作，确保“双节”期间公路安全畅
通。

加强舆论宣传。为扎实开展好
今年打场晒粮的专项整治和宣传活
动，该局出动执法人员实施路政巡
查1500公里，组织开展整治行动15
次；出动宣传车散发各类宣传材
料。深入打场晒粮易发路段广泛宣
传《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 等，使农民群众理解和支持

“禁打禁晒”工作。

加强巡查，文明执法。该局采
取灵活机动的工作时间，执法人员
对主要路段实行重点蹲守和加大巡
查频次，对发现的打场晒粮现象立
即劝阻制止。对个别经宣传教育后
不纠正违法行为的群众，执法人员
将帮助其收回晾晒在公路上的农作
物，并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达到整
治与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截至目前，该局共悬挂宣传横
幅 30幅，出动宣传执法车辆 20台
次、执法人员70余人次，散发宣传
资料 500余份，清理违法占路打场
晒粮10余起，有效地保障了县域内
公路的安全畅通。

本报讯（记者 张 铨） 9月 21
日，河南省“美丽乡村健康跑”
商丘站启动仪式暨夏邑县美丽乡
村“健步走”大赛在夏邑县举行。

“美丽乡村健康跑”是今年农
业农村部首次创设的农民健身活
动，旨在展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增强农民
群众运动健身意识，推进健康乡
村建设，培育新时代乡村新风尚。

本次活动以“跑向全面小康

生活，展示美丽乡村风采”为主
题，由市农业农村局、夏邑县人
民政府主办，夏邑县农业农村
局、农村人居环境办、太平镇人
民政府协办。

据介绍，我市农业农村部门
按照农业农村部、省农业农村厅
的统一部署，积极响应，精心组
织，各项活动有声有色，卓有成
效，部分活动走在了全省先进行
列。

此次活动激励了广大农民朋
友积极投身体育健身运动，以健
康方式创造美好生活，充分展现
商丘“三农”发展新成就、美丽
乡村建设成果和新时代农民精神
风貌，彰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胜信心，
为农民群众带来更多更好的精神
食粮，让乡风文明更加出彩。

当天，来自商丘市、夏邑县的
20个健步走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美丽乡村
河南省“美丽乡村健康跑”商丘站启动仪式

暨夏邑县美丽乡村“健步走”大赛在夏邑举行

梁园区2020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
本报讯（康秀秀） 9月 21日，

2020年梁园区全国科普日活动暨科
技活动周启动仪式举行。来自全区
的 500余名科技工作者、科协工作
者参加了活动。

据了解，本次“全国科普日”
系列活动结合实际，紧紧围绕“决
胜全面小康，践行科技为民”这一
主题，广泛动员，充分发挥启动仪
式主场的示范引领作用，将与市民
群众息息相关的科学知识带到群众
身边。

仪式上，与会领导为获评全省
2020—2024年科普教育基地的区青

少年活动中心和黄河故道国家森林
公园颁发了匾牌，现场开展了科技
成果展、科普图片展、科普知识宣
讲、健康义诊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共制作展板 120块，发放各类科普
宣传材料2000余份，开展科技咨询
200余人次，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科
学素养。

据了解，近年来，梁园区积极
开展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全区科普
环境得到优化，各单位科普工作能
力显著增强，各类教育宣传活动扎
实开展，全市公民科学素质得到进
一步提升。

睢县聋哑学校

陪伴孩子提前过中秋

本报讯（梁晓凤） 9月 22日，
睢县聋哑学校的孩子们品尝着甜美
的月饼，提前欢度中秋佳节。校园
里喜气洋洋，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快
乐。

当天，学校的教师们来到孩子
中间，与大家一起吃水果、品月
饼、看中秋节由来的典故，大家还
一起玩起了游戏，孩子们脸上洋溢
着快乐幸福的笑容。

该校校长吴敏说，学校的孩子
来自全县各个乡镇，路途遥远。大

多数孩子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这
些孩子长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学校的老师尽全力让这些孩子
像正常孩子一样享受母爱和大家庭
的温暖。特殊教育事业是一项爱的
事业，学校的老师一直致力于培养
孩子的阳光心态，挖掘他们的内在
潜能，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工匠人
才。同时也感恩社会各届对聋哑儿
童的关爱，让他们能够更加自信、
更加阳光地走上社会，实现自己的
梦想。

庆丰收庆丰收 迎小康迎小康

本报讯（记者 张 辉 通讯员 邢海
涛 刘 妤）连日来，梁园区交通运输
局采取多项措施，全力以赴做好交通
运输安全生产、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双
节”期间全区交通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强化组织保落实。该局按照一级
防护要求，制定了“双节”假期值班
工作方案，实行领导带班，24小时安
排人员在岗值班，各科室各负其责、
协同配合，加强涉及该区交通运输行
业的舆情、社情分析，及时了解掌
握、分析研判，报送相关紧急、重大
情况动态和各类突发事件信息，确保
信息畅通、责任到位。

强化监管保安全。该局一是督促
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
强源头管控，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
查，对排查出来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
到位；严格执行“三不进站，六不出
站”及实名制购票等制度。二是持续
开展重点车辆GPS定位行驶记录仪检
查工作，依法查处未规范安装和使用
的行为，对GPS定位装置安装不达标
的车辆采取禁止营运措施。三是加强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开展旅游包
车客运市场专项检查，加大对出租车
经营行为的监管力度，严厉查处各类
非法营运“黑车”，坚决打击各类损害
旅客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违规
行为。

强化服务保畅通。该局一是加强
检查巡查，对辖区农村公路重点路段
进行全面检查，重点对路基、排水设
施、防护工程及急弯陡坡、视距不良
路段和事故多发路段进行认真排查；
加强路面保洁。二是要求农村公路管
理所、乡镇农村公路管养站加大公路
保洁力度，为群众营造良好出行环
境。三是建全协同应急机制，建立部

门联动保畅工作机制，提高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能
力，及时发布警示信息等应急处置措施，针对运输
需求和客流变化，及时调整加密车辆班次，并组织
执法人员深入高铁客运站、汽车站、人流密集地开
展道路运输安全宣传，在汽车站醒目位置宣传节日
期间出行的注意事项，提醒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道路
运输安全法律法规，文明出行，安全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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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健步走队员在夏邑县太平镇龙港湾智慧农业园花海中参加健步走比赛。 苗育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