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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侯伟峰）连日
来，泌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高站位
推动落实、高标准守护安全，严厉打
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全力筑牢毒品查缉防线。该大
队对宾馆、酒吧、物流等重点场所进
行全面清查，重点核查禁毒宣传措
施落实情况等，同时在主要路段设
立公安检查站和治安卡点，强化对
车辆及驾乘人员的涉毒盘查。至目
前，该大队已开展联合检查 4次，检
测300多人。

加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该大
队在广场、学校、医院、商铺等人流

密集场所和重点部位场所的电子显
示屏播放禁毒宣传视频，利用公共
区域的电子显示屏播放禁毒宣传标
语，利用重点场所宣传栏张贴禁毒
宣传海报。

该大队加强易制毒化学品使
用企业管理，开展易制毒化学品
使用企业专项检查，进一步压实
易制毒化学品企业的主体责任，
强化闭环式监管机制，有效实现
源头治理。

至目前，该大队共检测毛发
270 多 份 ，未 发 现 阳 性 复 吸 人
员。③6

泌阳县公安局

严厉打击涉毒违法犯罪行为

驿城区 郑付生 13939671098 遂平县 丁继坡 15516806969
西平县 许 静 13513863226 上蔡县 刘永奇 15939659995
汝南县 邓丹华 13303969188 平舆县 刘付明 13663966155
正阳县 李玉荣 13939618718 确山县 张新义 13839677641
泌阳县 侯伟峰 18003969969 新蔡县 苏 凯 18739628886

各 县 区 记 者 站 负 责 人

驿城区司法局

暖心安置帮教“三无”人员

连日来，新蔡县化庄乡积极与养殖企业、养殖大户对接，构建以企业为

龙头、农户参与、市场化推进的秸秆综合利用收储体系，降低了养殖户的饲

养成本，提高了秸秆利用率，实现了养殖和秸秆综合利用的双赢。⑥2

记者 苏 凯 摄

本报讯 （记者 丁继坡 通讯员
刘 冰）连日来，遂平县气象局结合
气象观测质量实际，加快体系建设
与气象服务、预报预警、防灾减灾、
地面气象观测等工作相融合，为防
灾减灾打牢基础。

该局在 2020 年汛期气象服务
中，根据汛期降水时间长、降水量超
历年、汝河超警戒水位等汛情，适时
启动应急响应。该局领导现场指挥
部署，服务小组全方位保障服务，及
时发布预报预警和短临预报，做好
决策气象服务和公众气象服务。

该局在推进公众防灾减灾工作
中，充分把气象观测质量体系建设
与防雷安全宣传、气象日科普宣传、
防灾减灾日宣传相结合，让气象科
普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进
企业、进乡村。同时，该局积极参加

全县汛期应急演练、组织开展气象
防御知识讲座等，并充分利用显示
屏、大喇叭、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
传，提高公众防灾避险能力。

该局在做好地面气象观测工作
的同时，始终按照高质量的气象观
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标准，升级观
测设备、提升自动化观测水平、高标
准建设气象灾害防御指挥中心等，
按照气象观测数据精密、预报精准、
服务精细的要求，全面提升全县气
象观测质量。

该局坚持以准确、及时、可靠、
高效为原则，促进气象观测各项工
作与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深度融
合，持续推进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
系常态化运行，进一步提升基层气
象业务质量，为遂平气象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③6

遂平县气象局

加强气象观测质量管理体系建设

本报讯 （记者 吴勇峰）近日，
驿城区司法局积极介入、主动作为，
协调完成了一名刑满释放“三无”人
员的衔接和安置帮教工作。

9月 6日，河南省信阳监狱送来
一名刑满释放人员。该人员系聋哑
人，无名无姓，被捕前被朋友安置在
驿城区某家属院暂住，被捕后其朋
友离开驻马店市，因无法有效交流，
其户籍、身份等情况一概不知。驿
城区司法局认真落实刑满释放人员
安置帮教的有关规定，积极与监狱
做好衔接，带领他找到原暂住地，并
询问暂住地邻居，发现他户籍地不
在驿城区。

无奈之下，驿城区司法局工作

人员只好将其带回宾馆安排食宿。
随着滞留时间越来越久，该人员情
绪越来越急躁，表示要离开。经多
方奔波联系，驿城区司法局最终联
系到被捕前安置其暂住驿城区的朋
友，其朋友表示愿意将其接走。经
再三确认其朋友身份并留下个人信
息和联系方式后，工作人员要求其
朋友落实好日常帮教责任，并办理
了交接手续。随后，该人员在其朋
友带领下顺利回归社会。

该人员顺利衔接安置，既让其
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又从源头上避免了其再次流浪社
会 ，杜 绝 了 脱 管、漏 管 情 况 的 发
生。③6

本报讯 （记者 李玉荣 通讯
员 苗德春）近日，在正阳县熊寨镇
王楼村番茄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
器轰鸣、处处忙碌的场景构成了秋
日里一幅美丽的产业发展画卷。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王楼村紧紧围绕“产业兴旺星、
生态宜居星、平安法治星、文明幸福
星、支部过硬星”创建要求，明确产
业带动、典型引路、示范先行的思
路，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不
断激发全民参与的积极性，用心、用
情、用力，把时间、精力和智慧聚焦
到“五星”支部创建上，推动“五星”
支部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这两年我们村大力整治人居
环境，拆除残垣断壁，修建广场游

园，发展特色果蔬产业，群众的小日
子越过越红火。”王楼村村民苏庆国
说。

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王
楼村多个项目同时开工，向着建设
生态宜居美丽家园发起冲锋。村里
先后改造了电路、安装了路灯、开挖
了污水管网、整修了学校，硬化、绿
化、亮化了村庄道路，翻新了高标准
党群阵地、党建文化广场，改造了厕
所 300 多个、户户通公路 8000 多
米。

如今的王楼村，家家户户门前
绿树成荫，道路纵横交错、宽阔笔
直，村民安居乐业、生活条件显著提
升，处处呈现平安和谐的文明幸福
之美。③6

本报讯 （记者 周 由 通讯员
李慧娜）“各位党员要齐心协力，一
起加把劲，争取年底成功创建‘五
星’支部。”日前，在上蔡县重阳街
道南大吴社区干部、党员、群众代
表会上，社区党支部书记雷大举为
大家鼓劲。

“‘五星’支部创建给我们下一
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打算
在重阳菊基础上寻求突破口，结合
乡贤返乡创业，探索实践‘党建引
领＋美丽乡村＋特色农业’融合发
展模式。”河南省自然资源厅驻南
大吴社区第一书记说。

为培育一批具有现代农业经营
能力的带头人，南大吴社区通过驻村
工作队的协调，积极与各方进行对

接，争取更多的培训名额，为乡村振
兴领头人赋能，实现培育一人、带动
一批、辐射一片的集聚效应，着力推
动南大吴社区的农业高质高效、乡村
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集体经济
做大做强。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南大吴社区党支部以“三清一遍
净”为抓手，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干部带头示范、党员走在前
面、群众人人参与，重点清理主次干
道、田间地头、背街小巷、房前屋后、
坑塘河沟周围的废弃杂物、生活垃
圾、秸秆柴草，严格把握“五个不”，
力争全面实现环境卫生“一遍净”，
实现了由环境美到生活美的完美蜕
变。③6

重阳街道

党建赋能 激发活力
熊寨镇

党建引领 村美民富

时值金秋，确山县石滚河镇数千
亩野菊花开得正旺，满山都是金黄
色，芳香袭人。

石滚河镇境内水资源丰富，土
质肥沃，保肥保水能力强，发展养殖
业、林果业、高效农业具有得天独厚
的自然条件。近年来，石滚河镇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走出了一条依靠
中药材种植、收购、加工、销售的特
色之路。

2015年，时任北京园禾方圆植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确山县分公司种
植和销售部经理的曹华峰在安徽省
联系业务时，发现中药材野菊花在国
内很有市场，价格节节攀升。经过考
察，石滚河镇的水土条件和地域环境
很适合种植野菊花。于是，他决定带
领父老乡亲通过种植野菊花脱贫致
富。

野 菊 花 是 一 种 可 入 药 的 中 药
材，含有的成分蒙花苷具有抗衰老、
抗缺氧、抗疲劳等作用。2017 年，
曹华峰开始在赵楼村试种野菊花，
并通过改良更新品种，最终培育出
蒙花苷含量达 5.95%的野菊花种苗，
远高于 0.8%的国标。野菊花试种大

获成功，坚定了曹华峰推广种植野
菊花的决心。

随后，曹华峰决定以赵楼村 200
亩浅山丘陵为基地，向周边辐射，带
领当地农户一起致富。陈冲村、刘楼
村、毛家棚村是偏远的山区乡村，每
户均有 5亩以上林地。1亩林地可种
植 1700株野菊花，能收获 1000公斤
以上的野菊花药材，亩利润超 4000
元。经过宣传后，短短 3个月就有 18
户农户加入种植野菊花的行列。

在种植模式上，曹华峰采取“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模式，大
胆引进大企业借力发展。经过努力，
他与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英特药业有限
公司、华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
野菊花种植收购合同，解决了种植户
的销路问题。

为更好推广野菊花种植，曹华峰
在赵楼村成立了确山县新喜种植合
作社，以种植野菊花为主，通过示范
带动，扶持脱贫户进行中药材种植、
初加工，然后由北京园禾方圆植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确山县分公司回收，
并进行深加工，解决种植户的后顾之

忧。
浅山丘陵撂荒土地得到了有效利

用，农户也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目
前，石滚河镇野菊花种植面积2300多
亩，为200多名农民解决了就业问题，

辐射带动周边种植野菊花5000多亩，
发展种植户 500多户。如今，野菊花
已成为当地群众增加收入的主导产
业，不仅成了农村田园的美丽景色，而
且成了群众的致富“金花”。③6

野菊香润农户心“金花”照亮致富路
记者 熊国森 通讯员 崔文庚 文/图

本报讯 （记者 方 祥 通讯员
赵政位）为圆满完成烟叶收购任务，
实现烟农增收，连日来，泌阳县双
庙街乡坚持标准、提升质量、严肃
纪律、统筹协调，营造规范有序、便
民高效的烟叶收购环境，切实保障
烟农利益，助力乡村振兴。

该乡成立烟叶收购工作领导小
组，精心制订收购工作方案，明确工

作流程和收购任务，切实把任务分
解到村，将烤烟生产工作完成情况
纳入村级年度绩效考核；层层压实
责任，做到联系领导包村、驻村工作
队员包组、村干部包户，做到人盯
户、户盯烟，为烤烟收购工作有序开
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该乡工作人员进村入户，与烟
农面对面交流，积极宣传烟叶收购

相关政策、工作流程、烟叶等级、烟
叶价格等事项，确保烟农知政策、
晓等级、明价位，同时完善服务设
施、提升服务水平，组织烤烟指导
员深入田间地头和烟农家中，做好
防灾减灾、烟叶采摘、烘烤、分级等
技术指导，切实帮助烟农提高烟叶
纯度，维护烟农利益。

该乡实行集中分级、统一运输、

烟农代表交烟的收购新模式，既方
便了烟农，又提高了烟站的收购效
率，用小变革实现了双赢，不仅解决
了收购现场烟多、人多、车多的现
象，而且减少了烟农种烟的劳动强
度，使烟农得以集中精力进行前期
和后期的管理、烘烤、分级等工作。

该乡加强边界管理，加大对外
流烟叶打击力度，张贴打击外流烟
叶宣传标语，坚决禁止扰乱收购秩
序行为。公安、交通、烟草稽查人
员在重点路口设立宣传检查站点，
严防乡内烟叶外流；市场监管部门
深 入 收 购 一 线 ，严 肃 查 处 非 法 经
营、倒卖烟叶等违法行为，切实维
护全乡烟叶收购良好秩序。③6

双庙街乡

烟农喜丰收 烤烟收购忙

近日，河南省经济作物推广站专家一行深入

上蔡县河南祥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艾草标准

化示范基地建设、艾草新品种培育等进行调研，助

力“中国药谷”建设，让中药材成为乡村振兴的“助

推器”。⑥2

记者 刘永奇 摄

中药材成为
乡村振兴“助推器”

野菊花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金花”。⑥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