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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宇 文
2

图"

3

月
#"

日# 县委书记皇

甫立新深入沙北部分乡镇调研指导村

级活动场所和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情况$ 他强调#要夯实村级基层基础#促

进全县社会大局稳定$ 县委常委%组织

部长何明照#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

任杨所超陪同调研$

皇甫立新先后到白集镇白庄%后三

庄行政村%卞路口乡肖门%大郭庄行政

村#北杨集乡倪庄%宋阁行政村#实地察

看村级活动场所建设情况#调研了解四

项基础制度建设工作在基层的推进落

实情况$ 基层干部对四项基础制度是如

何认识的& 采取了哪些举措& 运用效果

怎样& 工作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 每到

一处#皇甫立新都与基层干部面对面进

行了交流%征求了意见$

卞路口乡大郭庄行政村村委会对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基本利益的重大事

项#按照'四议两公开(的方法和程序进

行民主科学决策$ 北杨集乡宋阁行政村

村委会建立完善了由基层党组织%社会

人士组成的调解组织#与村红白理事协

会相结合#及时了解%发现%掌握各种矛

盾纠纷和苗头隐患#提高了基层化解矛

盾纠纷的时效性和成功率$ 调研期间#

皇甫立新对各行政村结合自身实际#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大胆探索做出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他们继续真抓

实干#锳出路子%创造经验%争当示范$

皇甫立新指出#基层四项基础制度

是省委%市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

一项重大部署# 是全面规范基层工作%

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涵盖了

民主决策%矛盾调解%服务群众%党风政

风监督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把为谁服

务%怎么服务诠释得清清楚楚$ 基层四

项基础制度作为基层工作的有力抓手#

不仅要挂在墙上%记牢会背#还要想明

白%说明白#这样才能用明白#才能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提升#真正靠不虚不空%

务实管用的办法夯实基层工作基础$

皇甫立新要求#县委组织部门要在

近期内对全县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进

行培训#以'四议两公开(等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为培训重点#邀请农村工作经验

丰富的优秀村党支部书记现身说法#给

大家传授民主管理%矛盾化解%土地流

转%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

促进基层四项基础制度的落实$ 各乡镇

办事处也要高度重视#选出一个或两个

示范村#通过召开现场会的办法#用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提高村级党组织自觉

运用四项基础制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使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在沈丘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皇甫立新在调研指导村级活动场所和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情况时要求

村级党组织要主动运用基层四项基础制度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迟驰

师华伟"

3

月
#3

日# 来自全国各地
#3$

多名客商齐聚沈丘#参加县委%县政府

举行的'百名客商沈丘行(活动$ 县委%

县政府通过此次活动架起沈丘与客商

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加强相互交流与

合作#让更多的客商认识沈丘%结缘沈

丘%加盟沈丘%投资沈丘%收获沈丘$ 县

领导胡恩勇%郭宇%马建军%夏新明%张

瑛#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党委书记刘贡

献参加活动$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恩勇在县

情说明会上致辞时表示# 沈丘交通便

利%区位优越#境内五条省道纵横交错#

宁洛高速%漯阜铁路横贯东西#沙颍河

航运通江达海#拥有河南省最大的内河

机械化联运码头刘湾港%最大的粮食物

流码头纸店港#可以入淮河%达长江#公

路%铁路%水运和即将开通的郑合高铁

构成了沈丘'三位一体(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经过历届县委%县政府的不懈

努力和全县人民的拼搏奋斗#当前沈丘

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更高发

展%更快发展的新起点上#发展的任务

更加繁重$ 在调动全县上下积极利用

自身力量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施开

放带动战略#积极对外推介%招商引资#

借外力助推发展$ 百万沈丘人民敞开

胸怀#真诚邀请各位客商来沈丘投资兴

业#共谋发展%共创辉煌$也希望各位企

业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沈丘% 推介沈

丘#让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和客商在沈丘

成就自己的事业$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宇在县情

说明会上发布了沈丘县
"$#3

年对外经

济合作项目$ 包括商务中心区及第三

产业综合建设项目% 休闲食品加工项

目%清真肉类食品深加工项目%农副产

品深加工项目%通讯光电及新材料产业

园建设项目%聚酯网产业园二期扩建项

目%机械制造产业园建设项目%电子商

务新兴服务业项目%文化旅游景点开发

和城区建设项目%现代化物流中心建设

项目等十个大类项目$

凯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郑起港口

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在会上发言#海波

工具量有限公司%河南百通伟业保温工

程有限公司% 河南紫东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与县政府签订

合作意向协议$ 各乡镇办事处%企业负

责人与所邀客商进行了洽谈对接#并一

同到中华槐园%玉文化产业园%商务中

心区%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乾丰

暖通%上海光电产业园%矿山机械园%豫

东金丝猴%郑起港机%新华雪啤酒等地

参观$

沈丘诚邀!"#多名客商投资沈丘

本报讯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李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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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庭日(即将到来之际#

3

月

#"

日#县人大机关召开'最美家庭(表

彰会$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晓燕%马

建军%路轲出席会议#县人大机关各委

室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指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

庭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促进力量#家庭文

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如果社会上

的多数家庭都拥有健康积极的家风#其

家庭成员在家风的影响下都具有良好

的个人操守和品行#则整个社会的道德

水平和社会风气也将在潜移默化中得

到提升$ 因此#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积极

弘扬优良家风#努力把自己的家庭营造

成一个夫妻和睦%敬老孝老%科学教子%

邻里友善的家庭#要尊敬父母#爱护孩

子#努力提升自己和他们的幸福感$

会议要求#县人大机关的每位成员

都要在家庭中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日常

生活做起# 从身边做起# 从一点一滴做

起#不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见贤思齐%

崇德向善#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共同追求和谐平安幸福生活#为社会

文明的创建贡献自己的力量$

县人大机关召开!最美家庭"表彰会

本报讯
3

月
#4

日下午
5

点半开

始至
""

点半# 在市渔政管理办公室领

导现场指挥下#沈丘县农业局%项城市

农业局执法人员在沙颍河沈丘%项城段

开展了一次联合执法检查行动#重点检

查电鱼% 密眼网捕鱼等违法捕捞行为$

此次整个联合执法行动中#共拆除
6

张

电鱼设施#查处非法电鱼工具
#"

个#有

力打击了违法捕捞行为$ 沈丘与项城

相邻#境内河流交叉比较多#长期以来#

存在一些人利用交叉水域%公共水域违

法乱捕乱捞行为#特别是以电网捕鱼为

主的性质恶劣的行为$ 为打击涉水%涉

渔方面的违法行为# 加强周口市各县%

市% 区渔政执法部门联合执法的能力#

在周口市农业局领导的统一部署下#沈

丘县% 项城市农业局共同采取行动#打

击非法行为$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

三辆%宣传车一辆%执法橡皮快艇一艘%

执法人员
"#

名#采取统一领导%协同作

战%水陆配合%分段实施的工作方法#取

得了良好成效$ !王立杰"

沈丘联合项城严查违法捕捞行为

!

记者 韦伟 通讯员 肖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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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周口市槐山羊良种繁育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河南省畜牧业科技实

验示范基地(%'国家农业部肉羊标准

化示范场(**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沈

丘县老城镇的沈丘槐山羊养殖发展有

限公司#一面面奖牌映入眼帘$

提纯复壮"保护槐山羊品种

'槐山羊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品

种#商业价值很高#沈丘县是槐山羊的

发源地#由于槐山羊生存条件等问题#

纯种槐山羊濒临灭绝$ (公司负责人%

西关村党支部书记孙振伟告诉记者$

孙振伟原是当地著名的青年企业

家#

"$$!

年初被西关村居民高票选举

为村党支部书记#凭着对家乡的强烈责

任感和保护槐山羊特色品种的使命感#

孙振伟带领西关村立足本村作为槐山

羊传统养殖区的优势# 于
"$#$

年成立

沈丘县槐山羊养殖发展有限公司#在省

畜牧展交易会上# 与郑州郑源公司合

作# 共同签约了投资
%$$$

万元建设槐

山羊原种保护%繁育%深加工项目$同时

与华中农大建立技术合作关系# 投资

!$$

万元建成'槐山羊原种保护和繁育

中心(#规划设计了化验室%消毒室%提

纯复壮室% 品种基因室等配套规范设

施#不仅为国家级优良品种槐山羊的保

种提纯工作提供了科研平台和宝贵数

据库#'槐山羊提纯复壮良种繁育技术

研究与应用( 成果还获得
"$#4

年度周

口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经过提纯复壮#

目前中心存栏特征明显的槐山羊母羊

!%$

只%种公羊
4%

只#在此基础上#计划

建成占地
#$$

亩的槐山羊养殖小区#槐

山羊板皮%肉制品等深加工项目都已经

开始实施$ '这些是经过第五轮提纯

复壮繁育的槐山羊#目前可以说是最纯

种的槐山羊了$ (孙振伟指着一批刚出

生的小羊向我们介绍$

科学养殖"生态效益相统一

以往由于当地农民对秸秆青贮思

想认识不到位# 秸秆青贮转化技术不

能广泛普及# 农作物秸秆不能充分合

理地利用# 到了秋冬季节各类农作物

秸秆乱堆乱放%丢弃闲置%自然腐烂或

放火焚烧#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目前我国大部分牲畜所需营养基

本上依靠补饲来完成#而且还是阶段性

的#最终结果是先天营养不足#后天营

养不良#个体生产性能低下#养畜效益

不明显#我们运用玉米整株青贮不仅解

决了这一问题#还有效地改善了农作物

秸秆所造成的环境污染$ (孙振伟说$

据了解# 由于整株青贮是在秸秆

和籽实营养最佳时期进行的# 经过科

学处理#极大地提高了可消化蛋白#增

加了营养价值# 特别是有效解决了能

量与营养的有机协调和统一# 提高了

转化率# 等于办了一个小型饲料加工

厂$ 经专家们测定#青绿玉米秸秆的粗

蛋白含量
!.#78

#风干玉米秸秆的粗蛋

白含量仅保持
4.758

# 总养份损失

4$

+

3$8

# 胡萝卜素损失
!$

+

7$8

#青

贮能保持
7$8

以上的营养物质$

该公司将各类农作物秸秆及附产

品均青贮% 黄贮% 粉碎贮藏转化为饲

料#既美化了环境#减少了污染#又使

秸秆变废为宝$ 既通过过腹还田#生产

出优质羊粪#改良土壤#增加土壤的有

机质#又生产出营养丰富的羊肉#改善

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秸秆的附加值#

增加养殖的经济效益# 从而达到富民

强县的目的$目前公司已建好青贮池
"

千立方米#正在建设
5

千立方米#能满

足
%

千只羊
#

年的食物需求$

站在营养均衡供给% 科学饲养的

高度做好秸秆青贮工作# 让企业实现

了畜牧业的高水平发展# 做到一年四

季有青绿饲草供给# 实现粗放型经营

向集约型经营转变$

科学管理"打造现代化标准化企业

在大幅度扩大养殖规模和建筑面

积的同时# 沈丘槐山羊养殖发展有限

公司继续秉承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和

真诚回报社会的服务理念# 坚持科学

规范的管理模式#严于律己#锐意进取#

积极创新$ 力争于
"$#%

年发展成'产%

供%销(一体的综合现代化标准化企业$

届时该公司将成为周口地区乃至中原

规模最大的槐山羊繁育生产输出示范

基地#带动周边制革%屠宰%运输等相关

经济迅速发展$ '公司
9

农户(的专业养

殖合作社模式将进一步普及推动家乡

槐山羊规模化养殖# 为养殖户提供养

殖技术支撑和资源信息服务# 保障社

员养殖利润#提高农民收入$

同时加快建设羊文化产业园项

目$ 打造以羊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室%资

料室% 餐饮馆# 引进世界各地名羊品

种#种植培养绿色有机蔬菜%水果%农

作物#建立独立的生态循环体系#向公

众展示生态有机农业经济循环模板#

传达绿色环保有机的生活理念# 让观

光休闲%旅游度假%生产生活与自然生

态和谐统一$

'整个槐山羊产业链的完成将大

大提升沈丘槐山羊品牌知名度# 直接

和间接带动农民就业
3$$$

人#从而改

善人民生活 # 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

献$ (孙振伟说$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孙振伟!打造!槐山羊"金招牌

连日来#沈丘县农机系统积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乡村#对农机手进行操作技

术和安全知识培训#指导农机手检修保养联合收割机#并做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挂牌办证的服务工作#为即将到来的麦收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图为农机手正在

检修保养联合收割机% !王祥宇 摄"

本报讯 为解决
7.$%

万名农村居

民及
".$"

万名师生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 县水利局在县政府的统一部署下#

开展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 在各方的

努力下#项目进展顺利$

明确目标任务$在项目建设的各个

环节#全面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形成'一

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股

室全力抓的良好工作机制$

严格督查督办$实行局领导分片包

干%挂钩督查责任制#发现问题及时督

促整改解决$ 对项目进展情况做到一

日一统计%一周一上报%半月一小结#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进度$

加强质量监管$严格落实'四制(#即

项目法人责任制%建设监理制%招投标制

和工程竣工验收制,在施工要求上#严把

'五关(#即资金关%材料关%制度关%资质

关%验收关,在资金监管上#加强专项资

金跟踪检查#通过采取专户管理%项目报

账制和专项审计等办法强化监督# 杜绝

'豆腐渣工程($ 目前#已开工
##

个乡镇

工程#完成投资
#$4$

万元#计划
6

月
#$

日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韦存峰"

县水利局快速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皇甫立新在卞路口乡大郭庄行政村调研指导村级活动场所和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情况%

技术员在察看监测记录%

技术员在给小羊喂奶% 小羊在自动喂水装置前喝水%

技术人员在照看出生不久的&五代提纯'槐山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