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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尹庄镇——
—

助力农村发展 夯实农业根基
本报讯 （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张金佩）灵宝市尹庄镇不
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资，扎实做好
现代农业引导，认真开展各项农业生
产，为农村经济发展夯实根基。
强化水利工程， 夯实农业基础。
投资 3 万元完善集中供水工程；投
资 138 万元， 建设寺洼村人畜吃水
工程；建立河长制 21 个村，立标牌
32 块，排查沿河养殖户 54 家；完成
石门水库汛前除险。
强化现代农业， 坚持绿色方向。
新发展蔬菜面积 100 亩， 完成果品
产量 6500 万公斤；完成食用菌生产
575 万袋，其中香菇 500 万袋，涉及

全镇 17 个村，实现产值 5000 万元。
资。
强化种植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
强化绿色发展观念， 全面推行
收。 河南昌盛食用菌综合开发项目， “河长制”。 在
“
河长制”工作中，共出
累计完成投资 1.1 亿元，实现年研发 动大型机械 18 辆， 运输车辆 30 余
生 产 菌 种 200 万 公 斤 ， 生 产 菌 棒 台，出动人力 2000 人次；关停、拆除
4000 万袋， 出产香菇 200 万公斤， 砂石场 8 家； 养殖户畜禽粪便入池
带动 1500 余农户脱贫致富。
38 户；新修河坝 600 米；平整河堤岸
强化防火禁烧，扎实做好农业生 边 2.3 公里。
强化人居环境改善和美丽乡村
产工作。一是与各行政村签订森林防
火和秸秆禁烧责任书 28 份，发放宣 建设。 完成生态造林 550 亩、林业育
传单 1.1 万份。 二是精心组织好农机 苗 300 亩。 组织各村、各单位清运垃
会战，确保农机出勤率在 95%以上。 圾 8.8 万余吨。 目前，该镇已建成省
三是保证农资，加强市场监管。农业、 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1 个、三门峡市级
工商、 质监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净 美丽乡村示范村 2 个、灵宝市级美丽
化市场秩序， 确保农民用上放心农 乡村示范村 1 个、达标村 20 个。

2 月 9 日， 大王
金枣果蔬合作社
2017 年 度 金 融 扶 贫
股金分红仪式在大王
镇西路井村举行。 来
自闫家坪、西路井、吉
家湾等 19 个村的 37
户贫困户领到了
36776 元的金融扶贫
股金红利。 自金融扶
贫政策实施以来，该
镇积极探索推广“合
作社 +”模式，促进贫
困户稳定脱贫。
（时报驻灵宝记
者 梁峰 特约撰稿
李亚苗 摄影报道）

灵宝市尹庄镇——
—

落实帮扶措施 实现精准扶贫
本报讯（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张金佩）2017 年以来，灵
宝市尹庄镇认真贯彻落实各级脱贫
攻坚工作要求，在易地扶贫搬迁、产
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方面大胆摸索、
勇于创新， 以实际行动狠抓扶贫攻
坚，提升帮扶效果，实现精准扶贫。
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366 户 1199
人，2017 年脱贫 64 户 225 人。

落实易地搬迁，实现“挪穷窝”。
2017 年主要实施寺洼、杏洼、官庄三
个村集中安置小区建设， 共计划安
置贫困户 208 户 686 人和非贫困户
同步搬迁 70 户 232 人。
落实产业项目，实现“治穷根”。
大力发展特色种植、特色养殖，引导
群众发展特色农业， 提升农产品竞
争力。

落实金融扶贫，实现“破穷障”。
全镇建立镇级金融服务站 1 个，村
级金融服务部 28 个，采集贫困户指
标体系信息 300 余份， 村组干部指
标体系信息 200 余份。 截至目前，已
办理农村信用社“支农贷” 产品 43
户，贷款金额 860 万元。 另有 166 户
贫困户贷款申请表已递交至灵宝市
融丰村镇银行，等待审批发放。

灵宝市苏村乡——
—

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本报讯（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闫远）为进一步增强广大
群众的安全意识， 为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 创 造 一 个 良 好 的 社 会 治 安 环
境，按照国家、省、市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会议要求， 灵宝市苏村乡迅速
行动，大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一是积极宣传。 通过悬挂横幅、
刷写标语、宣传栏、宣传单、LED 电

子显示屏、微信工作群、短信推送等
方式， 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相关知
识，提高辖区群众的反黑监督意识，
营造全民参与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
围。 截止目前，共悬挂横幅 10 条、印
刷标语 2 条， 发放宣传单 1600 余
份。
二是重点摸排。对存在历史遗留
问题较多、 治安相对较差的重点区

域及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 该乡综
治办联合派出所、 司法所进行逐一
排查， 突出问题导向， 建立工作台
账，实行驻村领导干部包案制度，使
扫黑除恶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三是强化打击。该乡实行专案专
办，对于群众反应强烈，长期扰乱辖
区内正常治安秩序的相关人员，一
经发现立即惩处、严肃处理。

灵宝市农牧局——
—

慰问离退休老干部
助力暖暖新年
本报讯 （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杨晶
郭惠敏）近日，灵宝市农牧局班子成员分成四组到离
退休老干部家中进行走访慰问， 给他们送去了节日
的礼物和真挚的问候与祝福。
在老干部家中， 该局领导与离退休老干部亲切
交谈，详细询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和生活
上存在的困难， 并解答关于医疗、 生活等方面的困
惑。 认真听取老干部对农牧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
祝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希望他们在安度晚年的
同时，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农牧工作。
离退休老干部们对农牧局领导的看望表示了感
谢， 同时祝愿灵宝市农牧工作在该局领导班子的带
领下再上新台阶。

灵宝市焦村镇——
—

全力抓好
春节期间各项工作
本报讯（时报驻灵宝记者 梁峰 特约撰稿 张晓
珊）为让群众过上一个文明祥和、安全喜庆的春节，
连日来，焦村镇扎实部署、统筹推进，积极做好春节
期间各项重点工作。
该镇一是开展扶贫济困送温暖活动。 各包村领
导、 包村包户干部深入贫困户家中， 为群众排忧解
难；各村、各部门组织党员干部，对军烈属、困难党
员、在外人员家属进行走访慰问，妥善安排好困难群
众的生产生活。 二是组织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 春节
期间，该镇 34 个村将举办篮球赛，15 个村举办广场
舞比赛，3 个村举行文艺联欢会， 各村还安排了戏曲
歌咏表演、乒乓球赛等文体活动，营造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 三是抓好安全稳定工作。 对交通运输、建筑
旅游、易燃易爆、消防工作、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开
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消除隐患；深入排查不稳定
因素，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有效预防“民转刑”。 四是
强力开展人居环境卫生整治。 全镇上下利用节前一
周时间，对国道、进村主路、主次巷道内的垃圾杂物
进行彻底清理， 春节期间保洁员做好保洁和维护工
作，确保该镇群众干干净净过新年。

简讯
近日，灵宝市苏村乡班子成员按照各自分工，带
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入联系村， 为困难群众送去
大米、食用油、面粉和慰问金，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到困难群众手中。 截至目前，该乡已发放救助金、慰
问金 5.8 万元，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160 余户，为 5 人
申报了大额医保，提供就业岗位 8 个。
（闫远）
灵宝市尹庄镇以“美丽乡村 文明家园”为载体，
不断推进深化移风易俗工作。该镇通过悬挂
“有德吉
祥”灯笼、张贴传统美德春联、特色民俗融入核心价
值观等方式，引导广大群众养成勤俭节约、文明高尚
的生活方式，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张金佩）
2 月 8 日是中国传统“小年”，灵宝市第一人民
医院胸外·泌尿外科组织举办了医患座谈会，为患者
及家属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欢乐过小年”联谊活动。
使大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感受到了该院人文情怀，
（郭海燕）
也让整个病房增添了几分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