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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

12 条道路

投资

4700 万元

兰考：
为百姓居家环境换“新衣”

20 万册

“永不关闭的书房”藏书

□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通讯员 郭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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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农民

热衷办养老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童浩麟 通讯员 李宇翔 凡 娜）“兰考
这‘外环’修得不赖，走着顺畅了，环境也美了，从这城外
边都能感觉到城里的变化！”10月 27日，途经新改造国道
106线兰考城区段的山东临沂司机张建伟告诉记者。

张师傅的这种感受源于兰考实施的“环线改造工
程”。而这一工程的实施则源于兰考今年年初以来接踵
而至的机遇：今年 1月 1日起，兰考县开始正式成为省直
管县，而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
总书记把兰考作为联系点，两次到兰考视察并指导工作，
10月 8日，兰考再次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我们提出换上‘新衣裳’，就是要下决心改变兰考城
乡面貌。”兰考县委书记王新军说。

按照兰考县规划局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将形
成“一环、两带、三轴、三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到
2030年，县城将形成“十二横、七纵、一环”的路网结构。

实施城区道路改造只是兰考县为百姓居住环境换
上“新衣裳”的举措之一。今年 3月开始，兰考县开展了
城乡清洁家园行动，制定了垃圾清运机制，乡乡建立垃
圾中转站，村村设置垃圾收集点，城乡环境面貌明显改
观；投资 4700万元实施迎宾大道、未来路、航海路、工业
路等 12条道路绿化、亮化工程，工业污水处理厂投入正
式运营；在城市生态建设上，利用黄河水、城区现有河
渠、水面等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一源两带，十湖八渠”的
水系结构布局。

根据规划，到 2030 年，兰考县将以 105 万总人口、
70%的城镇化水平，成为中原经济区新兴战略支点和陇
海产业轴带重要节点。③6

兰考地处豫东平原，辖 16 个乡镇、1 个产业集聚
区、1 个商务中心区，451 个行政村，总人口 83 万，总
面积 1116 平方公里。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县、
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国农业生态示范县、
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

兰考地处中原文明腹地，历代文风蔚然，英贤辈
出，有汉将陈平、一代才子江淹、中原哲人王廷相、天
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等，现存历史遗迹有封人请见
夫子处、汉留侯张良墓、毛主席视察黄河纪念亭、焦
裕禄纪念园等 60余处。上世纪 60年代，县委书记的
榜样——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战天斗地除“三害”，
奋力改变贫困面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兰考区位优越、交通便利。距新郑国际机场仅需
1小时，距世界不冻港口连云港只需 4小时，陇海铁路
穿境而过，220、310、106 三条国道在县城交会，连霍、
日南两条高速公路在境内交叉而过，并与大广高速公
路联网，形成了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正在建设的郑
徐高速客运铁路专线在兰考设有客运站，是河南“一
极两圈三层”中“半小时交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兰考具有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是全国商品粮生产
基地县、全国优质棉基地县。河南天民种业公司繁育
的优质小麦“豫麦66”、“兰考矮早八”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兰考是全国绿化模范县，是著名的

“泡桐之乡”，全县有农桐间作面积50万亩，林木覆盖率
达21.6%，林木蓄积量达300万立方米，利用泡桐生产的
古筝、琵琶等民族乐器和高档家具远销国内外。兰考
北临黄河，黄河年径流量457亿立方米，可自流灌溉，地
表、地下水资源丰富。兰考电力资源充裕，目前建有1座
2×1.2兆瓦秸秆发电厂，拥有1座220千伏、3座110千伏
和12座35千伏变电站，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电网，且能享
受省直供电价的优惠政策。兰考具有富足的人力资源，
常年外出务工人员有18万人，有各类培训学校15所，年
培训能力2万人，可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兰考具有独特
的旅游资源，是河南省五条红色旅游线路之一。黄河在
兰考过境32公里，东坝头是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
弯，气势宏伟、风景宜人，黄河大堤已是集生命安全线、抗
洪保障线、旅游生态线“三线合一”的观光带。

兰考县城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形成了 9 纵 12 横
的城市道路网络，主要街道实施了美化、绿化和亮
化，城市绿化覆盖率超过 30%，建成区面积达 29平方
公里。兰考规划了面积 20 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
基础设施实现“七通一平”，为产业集聚发展打造了
良好平台。2014 年 1 月实现了全面省直管，享受省
辖市的全部经济管理权限，具有明显的政策优势。
目前，产业集聚区已成为政策的洼地、招商的高地、
诚信的宝地、投资的热地。③7

10月 23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记者走进长垣县赵堤镇大寨村居家养老

服务站，老人们开心的脸庞，欢乐的笑声，更是
让人感受到秋日里一种特别的温暖。

服务站大院里，除了李配兴一家人住的
房子，其他 3 个门上分别挂着书房、棋牌室和
茶室、练歌和娱乐室的牌子。这个服务站是
村 民 李 配 兴 2012 年 投 资 160 多 万 元 办 起 来
的。

养老站占地约 5亩，房子都专门盖了双层
屋顶，冬暖夏凉，室内装有空调和风扇。老人
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娱乐休息，还可以检查身
体。“村里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 300 多位。在服
务站，老人们除吃饭外，可以免费享受一切服
务，90岁以上的老人吃饭也免费。”李配兴说。

“这里好，比家强，热闹，坐一会儿，看会儿
电视，心情好！”83岁的陈玉英老人 4年前患了
脑血栓，落下病根，说话不太清楚，行动也不利
索。养老服务站建起来后，她和 79岁的老伴李
丙中经常过来。

93岁的李丙银老人，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
在服务站里下棋。“以前，村里没有老人们聚堆
儿的地儿，冷的时候就不出门。这里冬暖夏
凉，来这里跟人说说话，也是一种寄托。”

今年 48岁的李配兴，年轻时外出打工，后
来开了一家小饭店，为全村 2700多口人家提供
婚庆喜宴等服务，手中有了一些积蓄。

谈及办服务站的初衷，李配兴说：“年轻时
家里穷，村里不少人帮助了我，现在手里宽松点
了，回报村里也是应该的。”

服务站建起来后，李配兴的妻子、儿子、女
儿、女婿全家齐上阵，成了这里的服务和管理
人员。至于服务站的费用，全靠家里的饭店来

“养”，“村里的红白喜事都接，这一年下来，净
利润有 10来万元，够养这个养老站了。”

临近中午，李配兴开始给老人们安排午
餐，一荤三素，有凉有热，外加两个汤，饭菜简
单，但十几位老人吃得很高兴。李丙银老人舀
起满满一勺西红柿炒鸡蛋放进嘴里：“真好吃，
没想到老了还能享这福。”

吃过饭后，感觉累的老人还可以在服务站
休息。李配兴说，下一步，他打算扩大规模，建
一个有几十张床位的集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养
老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中
心。

临走，李配兴的朋友韩山政笑着告诉记者，
在李配兴的带动下，自己也在佘家乡陈庄村办
起了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站”，让记者有机会去
看看谁办得好。

据长垣县老龄办主任李华森介绍，目前长
垣县已办起类似的养老服务站 52家，其中个人
办 24 家，村集体办 28 家。县政府鼓励个人和
集体自办养老服务站，对每个服务站一次性奖
励 1万元，省政府奖励 3万元。③10

“图书馆就在俺们社区门口，走几步就到
了，想看什么书都可以借到，还 24小时开放。”
10月 29日，在永城刘河镇中心社区，谈起社区
刚建成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社区居民王先
生高兴地说。在“24小时自助图书馆”前，记者
看到，一群小朋友边商量边认真察看所需要的
图书索引，很是兴奋。

“‘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丰富了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让群众和城里的市民一样随时可以
借到喜爱的书籍。”刘河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据永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王晓五介
绍，永城市本着扶优培强、打造亮点、以点带
面、整体推进的原则，在刘河镇中心社区等率
先设立 24 小时图书自助借还系统，下一步将
继续在一些乡镇文化中心设立 24 小时图书自
助借还系统设备，为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
文化服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刘河镇中心社区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能够实现自助借书、自
助还书、自助办证、自助查询等五大自助服务
功能，具有功能的综合性、服务的便利性、服
务的不间断性等鲜明特点。社区群众凭一张
身份证、100 元押金，借书、还书如在 ATM 机
上存取款一样方便。

目前，这种被群众称为“永不关闭的书房”
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永城已投资 100多万
元设立 2个，馆藏图书 20万册，办理免费读书卡
6000余张，日借图书 500余册。③7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王永乐

老有所养，是中国人几千年来
的梦想。如今，这一梦想正一步步
变成现实。然而要真正实现居家养
老城乡全覆盖，仍然有许多难题需
要破解。不少地方的农村居家养老
服务站只完成了网点布局，服务站
设施不全，服务站人员也都是兼职
或代管。实现居家养老城乡全覆
盖，仅靠政府的力量还不够。如果
有更多的社会人士像李配兴那样，
捐资兴办或出资承办居家养老服务
站 ，农 民 养 老 难 题 将 得 到 有 效 破
解。③10

▶▶点评

永城：
农村社区有了自助图书馆

新机遇新机遇
新突破新突破< >

巩
义

“三城”定位打造
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

□本报讯记者 何 可 本报通讯员 周金珂

巩义风貌。资料图片

不久前，在巩义青龙山的我国首家佛教实
验考古基地，完成了首期佛龛营造实验。北魏
皇家洞窟的一尊石佛被原汁原味地“复制”在
一面崖壁上。据介绍，今后古代著名石窟的典
型窟龛，将在青龙山里一一呈现。

成立佛教实验考古基地，是巩义市打造历
史文化城的一个有益尝试。巩义是河洛文化
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拥有北宋皇陵、北

魏石窟、杜甫故里、康百万庄园等历史文化资
源和浮戏山雪花洞、青龙山慈云寺等自然山水
资源。巩义市委提出，利用好这些资源，使其
成为优化结构、加快发展的强大引擎。

以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突破口，巩
义加快建设北部历史文化旅游带、南部自然
风光旅游带，着力打造中原地区重要的旅游
集散中心。在巩义北部沿黄河、沿伊洛河区

域谋划以文化、旅游、生态、创意为主要功能
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着力打造
河洛文化、杜甫文化、大宋文化、豫商文化等
地域特色明显、展现中原风貌、具有国际影响
的文化品牌；以伊洛河为轴线，整合康百万庄
园、杜甫故里、石窟寺、伊洛河景观带、生态邙
岭、黄河湿地等旅游资源，打造 5A 级的中华
河洛文化旅游区。③9

10月 31 日，记者走进巩

义市。在该市小关镇的重点

项目建设工地上，一根根钢结

构拔地而起，一块块合金泡沫

墙体坚如磐石，一排排车间鳞

次栉比，焊花飞溅。郑州凤凰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运作，焊剂成品

源源不断从流水线上输出，被

自 动 机 械 手 臂 整 齐 码 成 一

堆……金秋的巩义，处处涌动

着加快发展的热潮。

今年以来，巩义市紧紧抓

住实施省直管的历史机遇，围

绕当好体制改革的先行者、统

筹城乡的示范区、科学发展的

排头兵，通过改革创新增强发

展活力和内生动力，提出“山

水宜居城、现代工业城、历史

文化城”三大战略定位，加快

建设 50万人口规模的现代化

区域性中心城市。

深秋时节，巩义石河道公园里，随处可见
推着婴儿车的温婉母亲、玩滑板的时尚青年、
唠嗑的银发老人……人们在满眼葱绿中，感受
生活的美好。

“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巩义，依托贯穿巩义
的伊洛河，大做“水”文章。让伊洛河成为城市
内河，让城市融入“两山一水”（青龙山、邙山、
伊洛河）生态，进一步促进产业集聚、人口集
中、土地集约，一个彰显山水资源特色的现代
化城市呼之欲出。

以被确定为全国城乡总体规划暨“三规合

一”试点县市为契机，巩义市政府、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签订了《河南省巩义市城乡总体
规划（2014 年—2030 年）项目计划书》。此项
规划把全市域 1041 平方公里作为一个整体，
对城乡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配置、生态环境保护、城乡居民点体
系等方面进行统一规划安排。

驱车穿行城区，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现代化路网建设对城市发展的带动。巩
义以“交通先行”为突破，一条条平坦宽阔的
道路让城市版图不断刷新。S314 沿黄快速

通道、中原路西延快速通道对接郑州洛阳、
辐射周边县市，G310、G207、S237 升级改造
即将开工，构建放射状、组团化城市空间布
局；坚持中心城市核心带动，加快东西两个
组团建设；提高贫困村、偏远山区村自主发
展能力，构建“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全域城
镇化发展新格局。

同时，发挥省直管优势、区位优势和综合
交通优势，以大交通带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
大发展，强化内部联系、外部对接，借势航空
港、融入大都市。

城乡统筹 构建山水宜居城

10 月 31 日，记者来到位于回郭镇的巩义
市产业聚集区，一栋栋崭新漂亮的厂房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一条条宽敞笔直的园区道路
上车辆穿梭不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扑面而
来。

在万达铝业的加工车间，一批用于军工领
域的产品正在加紧生产，能够生产高附加值的
军工产品，源于国防部有关部门给他们下达了

“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目前，集聚区
多数大块头企业已经摘掉“普通”铝板带箔的

帽子，转向“精深”生产和加工，铝精深加工能
力已达 200 万吨。升级转型让企业继续占领
市场高地。根据统计，今年 1至 9月份，巩义市
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300
多亿元，出口创汇 1.5亿美元。

巩义坚持“高端化、终端化、高效益”的“两
化一高”方向，加快传统工业脱胎换骨式改造，
着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为尽快闯出一条
铝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巩义市谋划实施
101个总投资 137亿元的项目，加快推进豫联

集团河南省铝工业煤电铝及深加工一体化转
型升级试点，打造千亿级铝及铝精深加工优势
产业集群。中孚实业新投产的高性能铝合金
特种铝材车间，生产着目前国内市场紧缺的、
长期依赖进口的高精度铝板带材，在全省铝工
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骨干引领作用。

巩义将加快清华科技合作园建设，推动科
技成果在巩义转移转化，争取在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实现突破，积极发展高成长性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转型升级 打造现代工业城

整合资源 建好历史文化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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