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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三农工作队伍 聚力乡村振兴战略◆

走访山西大同市云州区坊城新村
——

搬出窑洞住新房 小康路上黄花香

总书记来到咱们村

池州举办
集体经济项目大赛
本报讯 （严艳 赵丛悦） 安徽省池州市通过举办村
级集体经济项目大赛，
营造
“比学赶超”
氛围，
推动各地集
体经济提质增效。截至目前，该市经营性收入超 50 万元
的强村有 83 个，占比 13.7%；超 10 万元以上的村 339 个，
占比 56.1%。
大赛已连续举办四届，每年 6 月启动，活动时长 5 个
月。各县（区）组织部择优推荐申报项目，市委组织部初
步审核后，
再从市发改委、财政、农业农村、审计等单位抽
调业务骨干赴实地复核，
同时设置网络投票环节，
决赛现
场由村党组织书记（或第一书记）采用 PPT、短视频等形
式，
介绍参赛项目的基本情况、产品优势、市场前景、经济
效益和带动增收等情况，最终评出获奖项目，分别给予 5
至 20 万元不等的奖金。
“进入决赛的项目都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和借鉴价
值。
”
池州市委组织部负责同志介绍，
活动启动以来，
累计
收到参赛项目 300 余个，其中获奖项目 42 个，发放奖金
近 400 万元。
石台县小河镇东庄村党支部书记胡时龙对大赛赞不
绝口。两年前胡时龙带着
“东庄村大米加工厂项目”
参加
大赛，获得专项奖补资金近 60 万元。村里利用这笔钱扩
建了加工厂，建成了集种植、收割、烘干、仓储、加工为一
体的大米精加工产业链。去年，东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
收入超过 70 万元，增幅达 133%，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
强村的
“华丽转身”
。

202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市云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
同搬迁户白高山一家人坐在炕沿儿上拉家常。
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是习近平总
书记深情的牵挂。2020 年 5 月 11 日，总书
记来到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进农村、看基
地、访农户，这是总书记时隔 3 年再次来到
山西考察调研。

育着新一年的勃勃生机。曾在地头聆听总
书记讲话的黄花种植户、志海黄花合作社
负责人杨旗说：
“现在我们这儿的黄花名气
响了，卖得也火，价格一路高涨，不少外省
客户直接到地头拉菜。
”

忘忧草，脱贫宝

搬新居，娶媳妇

在云州区西坪镇万亩有机黄花标准化
云州区西坪镇坊城新村宽阔洁净的道
种植基地，
总书记深入田间地头了解当地黄
路两旁，一排排红顶白墙、整齐别致的农家
花产业发展情况。当时正在地里除草松土
院落映入眼帘，墙上书写着“搬迁全凭政策
的村民们，看到总书记来了，兴奋地围拢过
好、脱贫永远感党恩”等标语。坊城新村是
来，
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大家攀谈
易地搬迁村，2018 年开始入住以来，村民依
起来：
土地是不是流转了？一亩地能给多少
靠发展黄花等特色产业实现了全部脱贫。
钱？加上务工，
一年下来能挣多少钱？
67 岁的白高山老人住了大半辈子窑
村民们告诉总书记，土地流转费每年
洞，他没有想到，扶贫搬迁让他家时来运
每亩 500 元，在这里做工一天能挣 150 元。 转，这两年喜事不断：30 多岁的儿子娶上了
这些年，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引领下，黄花
媳妇，他也抱上了孙子。更让白老汉做梦
产量品质稳定，销路和价格也有保障。听
也想不到的是，
总书记来到了他们家！
了村民的介绍，望着眼前充满希望的田野，
老人回忆说，当时总书记一进门，就对
总书记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称赞“小
着墙上的“精准帮扶政策明白牌”看，他的
黄花大产业”。总书记的肯定，让现场的干
老伴焦凤兰向总书记汇报，这些好政策都
部群众深受鼓舞。
享受到了。来到里屋后，总书记坐在炕沿
莫道农家无宝玉，遍地黄花是金针。 上，和白高山拉起了家常。
“ 农村过去要收
黄花又名忘忧草，云州区是我国黄花菜的
提留款，现在不仅不用交钱交粮了，国家还
主要产区之一，富锌富硒的火山土，孕育出
给咱们钱。感谢总书记，感谢共产党！”回
五瓣七蕊的“大同黄花”。老百姓算过账： 忆起和总书记在炕上促膝谈心的场景，白
种 1 亩黄花的收益相当于种 10 亩玉米，1 斤
高山至今依然激动不已。
黄花能顶得上 1 斤猪肉的价格。
白高山的儿子白利军说，
搬迁前，
全家人
“从北魏开始，这里就种黄花，但由于
都挤在土窑洞里，遇上大雨，就得赶紧堵窟
种黄花见效慢，采摘时间短，对劳动力和晾
窿。10 年间他先后相亲 10 多次，
全都吹了。
晒场地要求高，没能形成规模效益，农民是 “不怪人家看不上咱，
谁愿意住在破窑洞里？
”
守着金产业却赚不来‘金疙瘩’。”坊城新村
2018 年搬过来不久，白利军就找到了媳妇，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世贵说。
还在村技能培训中心拿到了焊工证，
成了抢
总书记在云州区调研时殷切希望，
“把
手的技工，
日工资最高 300 元。白利军的媳
黄花产业保护好、发展好，
做成大产业，
做成
妇也在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母婴护理培训
全国知名品牌，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
班，
2020年白高山全家收入超过7万元。
花。
”
总书记的嘱托，
使云州区干部群众坚定
2017 年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提出，整村
了发展黄花标准化规模化种植的信心。
搬迁是解决深度贫困的有效办法。第二
云州区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云州
年，白高山所在的大坊城村和同样贫困的
区努力把党的好政策，变成老百姓的好日
西咀村合并搬迁到现在的坊城新村，200 多
子。黄花种到哪，
水利机井就打到哪，
晾晒用
户人家每家都有了一套 71.5 平方米的带院
的水泥场就铺到哪，
农业保险、技术指导、烘
落的平房，洗澡、做饭、供暖全都用上了天
干设备购置等政策补贴就覆盖到哪。截至
然气。
“搬迁两年不到，村里共娶回来 20 来
2020 年底，
全区黄花种植面积达 26 万亩，
年
个媳妇。
”
白老汉竖起大拇指高兴地说。
产值9亿元，
助力1.5万农户走上小康路。
好日子，天天过
走在云州区万亩黄花基地的“忘忧大
道”上，两侧喷灌滴灌设施齐全，冻土下孕
“乡亲们脱贫后，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

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
富。”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已成为当地干部
群众的奋斗目标。
虽然室外温度零下 20 摄氏度，可坊城
新村黄花产业园建设工地依然热火朝天。
产业园占地 600 亩，即将启动运行，以加工
黄花菜、黄花酱和有机杂粮为主。
“ 我家以
前向游客零散卖些土特产，夏季游客多，一
天最高能卖两三百元，产业园建好后，收入
肯定还要往上涨。”白高山激动地说，
“我们
搬家了，
致富了，
好日子，
天天过！”
这些天，听说黄花产业园要招工，很多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打电话报名。坊城
新村带头人刘世贵说，现在村南边有医药
园区，北边有忘忧农场，加上新建的产业园
可提供 150 多个就业岗位，彻底斩断了返
贫的可能，2020 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1.2 万元。
挨着产业园，利用地下泉水资源设计
的忘忧湖水系公园已现雏形，建成后将成
为现代种养业和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地标。
坊城新村第一书记陈巨文说：
“村里现在没
有一个闲人，
都在忙着发家致富。
”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要当好乡村
产业项目的组织者、推动者，又要当好群众
利益的维护者。
”
总书记的话语如阵阵暖流，
温暖着所有人的心田。据云州区委组织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万亩黄花基地内，黄花
种 植 面 积 最 大 的 是 唐 家 堡 村 ，该 村 种 了
4200 亩，人均 2.9 亩。为践行总书记嘱托，
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产业发展的功能，
去年
夏天唐家堡村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地头开展
服务，
清晨 5 点出工，
连续干了 50 多天，
协调
收购，
组织运输，
干的是
“小贩子”
的活，
苦是
苦一点，却把中间利润留给了农户，农户每
亩增收 1000 余元，
全村累计增收 298 万元。
为提升科技水平，黄花基地与中国移
动、中国农科院、中北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发
了 5G 智能采摘机器人，今年将应用到生产
中。此外，新近建成的黄花公园和油菜花
基地，连同附近的大同火山群国家地质公
园，
将为发展乡村旅游赋能。
“既能种黄花挣钱，又能去企业打工，
还能端上旅游饭碗，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坊城新村村民刘有仁说。
本报通讯员 于存龙 武龙龙
本报记者 周静文

贵州省黎平县打造劳务输出“升级版”

农民工的烦心事有人操心
为克服疫情影响，稳就业、稳增收，
贵 州 省黎平 县探 索实 施“ 两站 点一 支
部”，打造劳务输出“升级版”，让外出务
工人员的烦心事有人帮忙操心。

流动党员他乡有“家”
“老书记，能回家过年不？”
“安心打工，非必要不返乡，莫给老
家添麻烦……”
这是 2021 年 1 月 15 日，黎平籍在
杭州务工微信交流群里的对话。老书记
叫陆金辉，是黎平县永从镇六冲村原党
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
2019 年，陆金辉离开老家到杭州务
■ 乡村干部报社出版

工，他发现在杭务工的黎平籍党员有 22
人，经多番对接，
牵头成立了黎平县驻杭
流动党员党支部，后来在杭州市下城区
援黎工作组的支持下，成立了杭州携民
劳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我来杭州 17 年，从学徒工成长为
管理人员，带领 20 多位老乡异地创业，
现在终于有了组织。
”
在黎平籍驻杭务工
流动党员座谈会上，坝寨乡路团村党员
李鸿敞开心扉。
黎平县驻杭流动党员党支部在加强流
动党员教育、
管理的同时，
还及时掌握在杭
务工人员的就业状况，
利用微信群定期发
布用工信息，
确保留得下、
有岗位、
稳增收。
■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32-0134

外出务工有人帮办
为让群众
“上车出门、下车进厂”
，
在
黎平县人社局的支持下，陆金辉等人在
永从镇六冲村成立“劳务输出联络站”，
由政治素质高、熟悉劳务输出的党员负
责日常工作。
同时，成立 3 个“劳务协作联络站”
和 10 个劳务输出基地，劳务协作联络站
负责送岗入户“一对一”服务，对有意愿
外出务工的，
帮助开具健康证明、申请务
工补助、提供口罩等
“务工大礼包”
；
输出
基地则负责联系外地企业，提前办好接
收函，
形成
“输出—接收”
的
“闭环”
。

■ 邮 发 代 号 27-99

新华社发

上饶2600多名大学生
回村任职
本报讯 （邹 耿） 江西省上饶市全面实施
“大学生回
村工程”，2020 年以来，该市招聘了 2614 名大学生回村
任职，
基本实现了
“一村一名大学生”
，
为村（社区）
“两委”
换届提供了
“源头活水”
。
“大学生回村工程”先在余干县试点，然后面上推
开。该市以县（市、区）为单位制定实施方案，
县级组织部
门牵头负责，成立专门机构，乡镇党委抓好落实，制定实
施细则。在全面调查摸底高校毕业生情况的基础上，各
地积极动员和吸引符合条件的人员报考，报名大学生达
7733 人。
为留住回村大学生，该市规定录用人员月平均工资
与村党组织书记月报酬基本持平，并在县级层面制定报
酬动态调整机制。对回村大学生通过法定程序进入村
（社区）
“两委”
的，
保持待遇不减。
该市还为回村大学生明确了工作职责，负责在便民
服务大厅坐班值班，
开展民事代办服务；
宣传党的最新政
策，调解矛盾纠纷；参与做好组织、宣传、团委、妇联等日
常工作；
承担网上办公、材料收集及报送工作。
“大学生回村工程”为村级储备了后备力量，进一步
优化了村干部队伍结构。回村大学生均为大专以上学
历，平均年龄 27.4 岁，呈现出学历高、年纪轻、精力足、学
习能力强等特点。

两位乡村干部
入选
“年度网络人物”
本报讯 （张海磊）“中国网事·感动 2020”年度人物
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来自四川、广西的两位驻村干
部入选
“十大年度网络人物”
。
四川省简阳市雷家镇石岩寺村驻村干部刘海川，为
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积极帮助村民销售草莓，
他把草莓
销售信息制作成精美海报进行网络推广，
网友在线付款，
他自驾“无接触”配送。44 天里，自驾送货里程 6414 公
里，
销售草莓 4020 斤。
广西马山县加方乡龙开村第一书记毛鑫，带着 68 岁
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住在村里，努力啃下脱贫攻坚最难啃
的硬骨头，
用 5 年时间使两个贫困村甩掉贫困帽。
据悉，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
评选活动由新华社
发起主办，迄今已举办 10 届。该活动以基层普通人物为
报道和评选对象，年度网络人物由公众线上投票和专家
线下评审产生。

“去年因疫情我在家呆了 3 个月，是
联络站推荐我来杭州打工的。”六冲村 5
组村民陆成明满是感激。

后顾之忧有人解决
“出来后担心水稻没人收，多亏村
里志愿者帮忙。”六冲村 6 组陆好生口
中的志愿者，是村里新组建的“党员志
愿服务队”。
为让黎平籍在杭务工人员留得下、
干得好，
“ 两站点一支部”一方面通过提
供就业推荐、技能培训、发展关怀等服
务，
做大务工人员增量，
另一方面发动农
村党员、预备党员成立“党员志愿服务
队”，在农忙季节，帮助外出群众提供田
间劳动、照看老人孩子等服务，
并鼓励将
土地流转出来用于发展规模产业。
截至目前，黎平县已开发和获取就
业岗位 400 余个，
精准组织 254 人到杭州
务工就业，
人均月收入达 4000 元以上。
本报通讯员 王邦和 王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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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内蒙古扎鲁特旗开展暖民心活动。图为
党员干部帮助农牧民搬运饲料。
扎组宣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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