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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先先上上访访脏脏乱乱差差，，如如今今评评上上文文明明村村
富国街道办唱响新农村建设“样板戏”

田家村之变>>

六年嬗变成省级文明村

沾化县富国街道办事处田
家村村委会办公室面积不大，整
面墙挂满各种奖牌，记者数了
数，各种各样的荣誉达38项之
多。村委会主任、关工委主任王
恒奎也不避讳田家村曾经不光
彩的一面，为记者讲述了这个村
子前前后后的变化。

王恒奎经常说：“教育村里
的孩子，不仅是学校的事，也是
村里的事。关工委这个组织就是
好，把有威望的老同志组织起
来，让他们来关心孩子们，比我
们村支部出面效果更好。村里的
孩子们有出息了，也能促进和提
高我们村的整体工作。”

自田家村关工委成立以来，
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
老战士、老工人等“五老”志愿者
忙碌起来了，人人都有事干了，
精神头更足了。他们积极发挥

“五老”作用，开展各种形式多样
的教育活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办实事、办好事。

田家村毗邻沾化县城，往
常每逢星期天孩子们经常出入
县城的网吧，家长都特别担心。
针对这一情况，村关工委的老
干部王连新、王兆林、王道芳就
经常到县城里的网吧转一转，
看一看，查一查，看看村里的孩
子们是否在网吧，发现有孩子
们上网的就立即把他们领回
家，并给他们讲沉迷网络的危
害性，家长们不再为孩子们溜
出家门偷上网而犯愁了。“关工
委的老人家都是‘门神’，防止
孩子们进网吧。”

村里进城务工的青年农村
较多，因缺乏专业技能而找不到
好的工作。村关工委和“五老”就
为青年农村就业牵线搭桥，引导
他们到村里的远程教育活动室
学习电脑操作技术，学习有关的
技能知识，开展各类科技培训活
动，帮助青年掌握致富本领，了
解市场信息。这不但拓宽了就业
渠道，而且帮助他们找到了就业
门路。今年3月，村关工委就帮助
王立冉、王冬冬等9位青年找到
了就业门路。许多小青年说道：

“关工委的大爷指点帮助的好，
让俺们找到了谋生的路子。”

学校、家庭、社会是孩子们

成长的重要环境。村关工委意识
到，学校、家庭、社会三者之间的
关系，把学生的校外教育作为促
进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途径。村关
工委格外重视孩子们离校期间
的关爱教育，防止孩子“放羊”无
人管，积极搭建载体，组织活动，
让孩子们假期有去处、活动有载
体。每年寒暑假，村关工委都邀
请返乡的大学生举办学习辅导
班，把本村的孩子集中在村委会
议室里，让大学生给他们辅导功
课。每年这个时候，村里的孩子
们特别高兴，听大学生哥哥讲故
事，和小伙伴们一起补习功课；
大学生也体验了成长的快乐，赢
得了村里群众的好评。返乡大学
生争当“孩子王”成为一种好风
气……村里孩子们上网的少，打
闹的少了，惹大人生气的少了，
招惹是非的少了；爱学习的多
了，讲文明懂礼貌的多了，孝敬
父母、尊敬老师、邻里和睦的多
了，村里的风气更正了。

村里的留守儿童很多，村关
工委对村里的留守儿童进行了
摸底登记，建立了档案。村关工
委成员与留守儿童结成了( 1+
10)帮扶对子，一个成员帮扶10
个孩子，村里的“五老”时刻掌握
着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情况，孩
子学习上有啥困难，生活上有啥
难题，和父母联系怎样，在学校
表现怎样，心理上有啥解不开的
疙瘩，都是“五老”要做的功课。

成绩的背后是村委的艰辛
付出，2006年新一届班子成立
时，村子还是个有名的上访村，
但是2年之后成了县级文明村，4
年之后成了市级文明村，6年后
成了省级文明村。王恒奎说，“两
年一个台阶，2014年的目标就是
成为全国文明村。”

西刘村之变>>

脏乱差变市级生态文明村

富国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坦言，西刘村以前可以称得上是
最脏乱差的一个村，出村唯一的
一条路还是和北面的太平村共
用。富国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郑同
忠来到该村帮扶时意识到，路是
制约村子发展的一个瓶颈，打通
之后就能盘活整个村子。

西刘村紧邻新海路，总人口
891人，党员22名，耕地1800亩，
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0600

元。郑同忠帮扶该村后，先后总
计投资360万元新建村委会办公
场所、新农合卫生室，硬化道路4
公里，修建桥涵5座，同时对两侧
路肩及路边沟进行硬化衬砌，对
村内墙体进行统一粉刷，栽植绿
化苗木20万株，雇用了专职村级
保洁员。通过以上投资彻底改变
了以前村容村貌脏乱差的局面。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垃圾的产生量也不断加
大，甚至个别地点出现垃圾在村
中，村在垃圾中的脏乱差局面。
鉴于此种情况，该村彻底对这些
地点进行了整理，打造了四个绿
化节点，并且把原先一处垃圾存
放点打造成村民休闲的花园，成
为村民茶余饭后休闲、健身的场
所。投资39万元新建集便民办
事、党务村务公开、新农合报销、
信息传播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
村委会办公场所，不仅结束了办
公场所长期租赁的历史，还成为
村级组织活动的阵地和服务农
民群众的平台。

结合生态文明村建设，该村
积极与滨州海滋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对接，成立“海滋”冬枣专业
合作社，新建有机冬枣生产示范
基地1000亩，被列为沃尔玛超市
专供基地。中国革命老区经济开
发基金委员会2次到该基地考
察，并达成1亿元投资意向，一期
投资3500万元建设有机冬枣种
植大棚的协议已于6月3日签订，
改造升级基地整体生产环境；二
期投资6500万元，建设冬枣深加
工、物流、冷藏基地。仅此一项，
将为群众增收500万元，村集体
增收25万元。

郑同忠在西刘村调研期间
说，农村工作，思路决定出路。上
任之前，郑同忠把深入走访调
研、了解村情民意，为村子制定
科学发展的长远规划，作为开展
工作的第一突破口。没有急于去
烧“三把火”，而是合理安排好街
道与村内工作，每天利用早、中、
晚时间下村入户走访，深入了解
群众家庭生活状况，了解群众的
所思、所想、所盼，了解村班子在
群众的威信，并诚恳地邀请他们
为村子的长远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

经深入调研，多数群众认为
冬枣销售难制约本村发展的关
键所在，而销售难的关键是因本
村没有像样的进村公路，客商不
愿来、冬枣难外运。在多方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新修一条出
村公路，资金采取“街道出一块、
村集体筹一块、群众捐一块、帮
扶单位拿一块”的方式筹集。村
民说，这一招，走对了。

如今，村民口袋鼓了，村子

干净了，上访的也绝迹了，看到
村子被评为市级生态文明村，村
民打心眼儿里高兴，“这日子有
奔头。”

胡营村之变>>

村干部公开履职承诺第一村

富国街道胡营村，共有262
户，总人口894人，党员30名，村

“两委”6人，耕地面积3118亩。该
村以冬枣种植为主要收入来源。
原来，农户实行分散种植，日常
管理水平较低，造成冬枣质量参
差不齐，再加上销售渠道闭塞，
村民的个人收入较低；集体经济
收入单靠微薄的土地承包费为
主要来源，连最起码的村集体日
常活动都很难维持。

穷则思变，面对村里一穷二
白的现实，村“两委”干部带头探
索，走上了求变之路。

2010年至今，在短短两年的
时间里，胡营村通过兴办沾化冬
枣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收入
有了明显增加，合作社的盈利成
为村里持续、稳定的的收入来
源。在发展冬枣合作社的同时，
胡营村结合本村实际，积极发展
其他产业合作社，拓宽村集体和
村民的增收渠道，实现收入多元
化。在实现村集体增收后，胡营
村又把发展的成果与村民共享，
注重村庄建设和民生保障，集体
出资安装了路灯89盏，清理排水
沟3900米，新建安置房1处，聘请
专家免费为合作社的枣农嫁接
二代冬枣1 . 4万余棵。通过领办
合作组织，该村的集体经济收入
有了明显增加，村庄面貌焕然一
新。2012年胡营村“增减挂钩”项
目得到批复，新村建设用地110
亩，胡营老村占地306 . 2亩，完成
整村迁建可替换土地196 . 2亩。

为促进村民增收并拓宽村
集体收入来源，村“两委”班子引
导群众立足标准、发挥优势，探
索增加集体收入的新途径。2010
年，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
上，由村班子带头创办起农村冬
枣专业合作社，开始了专业化种
植试点。该合作社以本村种植冬
枣的村民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
农资料购买、冬枣的销售、运输、
贮藏以及与冬枣种植有关的技
术、信息等服务。

合作社创建之初，该村抓住
沾化冬枣产业二次创业机遇，与
滨州职业学院联合开发绿色冬
枣生产技术，建设了504亩的绿
色冬枣示范园，吸纳86户枣农加
入到合作社统一管理，每户按照
100元/亩的标准收取入社费。
2011年秋，合作社的冬枣喜获丰
收，冬枣销路也逐渐打开，入社
枣农当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万余

元，村集体收入达到17 . 5万元，
实现了农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
的双增长。

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和种植
效益，合作社组织社员外出参
观，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增强
冬枣管理水平和种植本领，拓宽
发展思路。2012年，村“两委”干
部垫资14万元，为社员免费嫁接
了二代冬枣枝17000余株，建成
了全县规模最大的沾化冬枣2号
实验基地。

经过合作社和企业的共同
努力，2011年经省质监局检测，
胡营村的有机冬枣获得了“有
机冬枣(转换期)”证书。2012年
国家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测试中心(济南)对有机冬枣进
行检测，22项农药残留指标结
果均为零。高标准高要求换来
的是市场的高度认可，胡营村
有机冬枣在北京、深圳等地销
售良好，合作社2011年纯收入
17 . 4万元。胡营村逐步探索出
了一条合作社与企业联合发展
的新路子，实现了增加收入和
保护环境的双赢。

胡营村在富裕起来的同时，
难能可贵地带头做到了干部公
开履职承诺，让村务在阳光下公
开。胡营村党支部书记刘清和在
今年2月份的《村党支部2013年
履职公开承诺书》中承诺，“凡涉
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低保、优抚、
好媳妇、好婆婆、优秀党员评选
等村级重大事务一律坚持实事
求是、民主表决，表决事项及时
在村务公开栏张贴。按月及时、
真实公开村务、党务、财务，并自
觉接受村务监督委员会跟踪监
督。带头遵守廉洁自律的相关规
定，不吃请、不请吃、不送礼、不
收礼，做到务实清廉，公道正派。
严格执行村级事务单、派工单、
派车单制度，厉行节约，抵制浪
费。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做以
权谋私的事，坚决不做侵害集体
和群众利益的事，坚决不做违法
乱纪的事，坚决不在工作中推诿
扯皮、敷衍应付，坚决不违反“三
资”管理的相关规定，假公济私，
确保干净干事。以上承诺事项，
请全体村民进行监督！”

富国街道办工作人员介绍，
农村工作其实非常复杂，尤其涉
及到百姓利益，可能一分钱都会
引发矛盾。积极向上的村委班子
是整个村子转变的领头羊，“村
委真心实意地为百姓谋出路外，
村民都看在眼里，这是决心上的
保障。村务公开则为农村健康积
极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每
一分钱花在哪里都是公开的。所
以说，农村工作说难其实也不
难，找对方法，万事迎刃而解。”

沾化县富国街道办事处有三个远近闻名的村子，田家村、
西刘村和胡营村，以前出名不是因为脏乱差就是因为上访村
民多，而现在这三个村子出名是因为变成了新农村建设的“样
板”，一个是省级文明村，一个是市级生态文明村，另一个是村
干部公开履职承诺第一村。

本报通讯员 陈方涛 本报记者 张峰

父父亲亲意意外外去去世世，，留留下下一一个个1111岁岁的的孩孩子子
目前当地政府正积极帮助孩子申请孤儿资格

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张峰)
10月9日，滨海镇富大路与邵太

路交叉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
辆内燃观光车与一辆三轮摩托车
相撞，侧翻后的三轮车致路边养
护公路的工人房士谭死亡。房士
谭去世后，留下一个11岁的苦命
孩子。目前当地政府正积极帮助
孩子申请孤儿资格。

11月7日，房二村村民房士波
向记者出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责任书和法医鉴定书，根据描述，
事故发生在10月9日7时50分，夏
某驾驶一辆无牌内燃观光车，与
一辆无牌三轮摩托车相撞，摩托
三轮车侧翻后，将路边养护公路
的工人房树利砸伤，致养护公路

的工人房士谭当场死亡。哥哥房
士谭死亡后，房士波便将孩子接
到了自己家中抚养。

房士波看起来将近70岁，实
际年龄57岁，“看我长得老，其实
我没有那么大，都是劳累过度造
成的。你看我的头发，大部分都白
了，还有我的牙，也掉得差不多
了。”房士波拖着行动有些不便的
左腿说，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是
10亩地，靠种些粮食和棉花维持
生计，一年总收入在1万元到1 . 5
万元，“除去支出，到年底能剩千
元左右”。

随后，房士波带记者看了看
哥哥家的房子，三间土屋已经破
得不成样子，院子里杂草丛生，东

面是捡来的一堆塑料瓶子。房士
波说，哥哥跟着房树利当公路养
护工，“一天给50块钱，干到现在
三个来月，给了4350多块钱。哥哥
出事后，交通局至今也没来看望
一下。”

“可是苦了我这11岁的侄
子。”房士波说，哥哥去世后，自己
忙着料理后事和准备起诉，对孩
子也照顾不周。房士波介绍，房士
谭去世后留下一个11岁的孩子房
明(化名)，“关键是孩子的母亲精
神失常，在孩子未满一个月的时
候离家出走了，至今没再出现
过。”幸亏有好心人士、村委和街
道办上的工作人员给帮着开各种
证明，帮孩子申请孤儿资格，“以

我现在的经济能力供养孩子读书
实在太困难。”

目前，房士波已经将孩子的

孤儿资格申请递交富源街道办，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本报将继
续关注孩子的最新进展。

房士谭唯一像样的衣服是他的工作服，去世后仍整洁地挂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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