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7 日上午 10 时 13 分，在众
人的注视和期盼中，从北京发往汉口
的 G507 次高铁列车，缓缓驶入郑州
东站。从当天起，这趟列车有了一个
响亮的名字——宝泉号。自此，往来
乘客乘坐该趟列车，一进入车厢就能
感受到宝泉的“醉美”风情。

在当天的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
高铁列车冠名首发仪式现场，省旅游
局副局长李宗军表示,宝泉是新乡近
两年打造的一张新名片，自然景观上
乘。冠名高铁列车是一个非常好的
推广方式，宝泉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激
活新乡旅游产业，进而起到调整产业
结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宝泉旅游度假区总经理张海明
介绍，冠名列车每日从北京西站发往
汉口站，车次为 G507,接着从汉口站
返回北京西站，车次为 G518。此次冠
名是宝泉景区适应市场、主动营销的
一次尝试，希望通过宝泉品牌影响力
的提升、宝泉知名度的扩大，最终实
现提升新乡乃至河南知名度的目标，
让更多的人通过走进宝泉，来了解新
乡、了解河南。

宝泉景区常务副总经理张自强
介绍，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位于辉
县市薄壁镇境内，平均海拔 1150 米，
景区森林覆盖率达 95%，是国家森林

保护区，国家级重点生态公益林和太
行猕猴保护区。乾隆皇帝曾御赐“泉
盈水灵”，明嘉靖年间河南巡抚李宗
枢题匾“碧水丹山”。宝泉景区以水
为特点，犹以瀑布群闻名。其中见龙
瀑 落 差 达 320 米 ，号 称“ 中 原 第 一
瀑”。翡翠潭碧绿无瑕，明丽如画，被
誉为“太行第一潭”。

“这是哪里？”在列车上，一张瑰
丽瀑布的照片吸引了一位女士的注
意，她随即掏出手机扫描了二维码。
宝泉美景，乘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
头枕巾、展板、桌贴、车厢内 LED 滚动
屏、车门贴、语音报站等，都是宝泉号
的“私人定制”。

据宝泉旅游度假区上属春江集
团副总裁张洪梅透露，目前景区已累
计完成投资 4.5 亿元，自去年 8 月试
营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60 多万人，
已经成为中原及周边地市人们旅游
观光、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据宝泉旅游度假区营销总监宋福
丽介绍，4月24日，新乡2015南太行旅
游文化年活动正式启动，仅25日一天，
宝泉景区就涌入了一万多名游客。5
月 15 日，宝泉号将载着一个 700 人左
右的旅行团从汉口奔赴宝泉。这是宝
泉开局之年的首次专列，预计今年有4
趟这样的专列走进宝泉。

新乡北依太行、南临黄河，灿烂的
历史文化、优美的生态环境为新乡留
下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从自然景观来说，太行山把最美
的一段留给了新乡。目前已形成由八
里沟、万仙山、天界山、九莲山、关山等
景区组成的风光旅游线路。

从历史文化来说，仰韶文化、龙山
文化在新乡都有遗址留存。目前已形
成由林氏之根财神主庙比干庙、武王
伐纣誓师地同盟山、中原定陵潞王陵
等景点组成的历史文化旅游线。

半个世纪以来，新乡英模辈出，还
形成了由全国著名劳模史来贺领导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刘庄、中国十大女杰
之一刘志华领导的乡村都市京华村、
全国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领导
的唐庄镇等组成的红色旅游线。

近年来，新乡市紧紧围绕“发展大
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总
体要求，重点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去
年，全市接待国内游客人数 2585万人
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70 亿元。新
乡市副市长周世杰说，下一步新乡市
还将依托南太行旅游、黄河湿地和文
化、医疗等资源优势，打造养老健康产
业发展示范基地。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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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长产业链条
主导产业“升级蝶变”

长垣县招商引资百日攻坚活动自 4
月 1 日开始，分别成立了由县领导带队
的装备制造产业、健康产业、防腐蚀及建
筑新材料产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等 6
个招商小组。各个小组奔赴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围绕各自产业优势
进行重点招商。

近年来，该县分别绘制特色装备制
造、卫生材料及医疗器械、汽车及零部
件、防腐蚀及建筑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招
商“图谱”，发挥起重装备同业公会、医疗
器械同业公会等行业协会牵线搭桥作
用，配套出台激励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政
策措施，鼓励引导企业开展对外战略合
作，积极引进行业龙头企业、上下游配套
企业，加快推动主导产业“强链”“延链”

“补链”，吸引了河南矿山起重有限公司

与德马格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轻型
起重机、中国防腐蚀之都建设集团与河
北晨阳工贸集团合作生产环保水性防腐
涂料等 18 个亿元以上延伸产业链条项
目落户长垣。

同时，该县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力
度，推动起重产业向特色装备制造业转
型，在保持起重行业传统优势和强大竞
争力的同时，以汽车及汽车配件为主体
的工业新区——占地 8 平方公里的汽车
产业园应运而生。美国泰坦特种车、天
津程普抛雪车、新垣电动车等一大批重
大项目相继落户汽车产业园。

“四代”服务机制
让投资者“拎包入驻”

4 月 26 日，走进位于长垣县产业集
聚区的河南恒发橡塑制品有限公司，看
到工人们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受经济下
行的影响，不少企业经济指标下滑，但该

公司一直发展平稳。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初从办手

续再到企业落地、建厂投产，所有工作几
乎全部委托给了当地政府职能部门，工
作效率让投资方惊讶。

近年来，长垣县坚持把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作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和第一抓
手，着力强化服务职能，优化发展环境，逐
步探索出重大招商项目建设代办、代建、代
招、代训的“四代”工作机制，确保项目从引
进、落地、开工建设到竣工、投产顺利推进。

按照“无偿代办、企业自愿、全程服
务、高效合法”的原则，依托县行政服务
中心成立代办中心，简化审批流程，打通
项目签约引进“快车道”。

依托城建部门成立代建中心，实行
“零利润”代建，实现投资方与群众“零接
触”，以高效“代建”促进项目快速推进。
对建设资金存在暂时困难的企业，县政
府拿出 2000 万元的垫付周转金，并开展
多种形式贷款担保服务，解决项目建设
融资难问题。

依托县民生服务中心成立代招代训
中心，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建立详细用工
档案，免费提供员工招聘、岗前技能培训
等服务。

同时，长垣县还实施了投资 10 亿元
的产业集聚区八大公共服务平台、北京
起重研究院河南分院、省起重设备配件
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等 32 个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不断提高承载能
力。依托县行政服务中心，所有入驻窗
口单位为招商企业项目开辟“绿色通
道”，全面推行“一站式”办公、一次性告
知、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等工
作机制，行政审批和服务事项精简了
52%，行政审批服务时限平均缩短 60%
以上，便捷、优质、高效的行政服务成为
吸引外来投资者的“硬环境”。

恒发橡塑厂区恒发橡塑厂区

“事业家庭两不误，梦想
现实双丰收”

“虽然对美容一窍不通，但开一间
美容店是我从小的梦想。没想到，现在
竟然真的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容
店。这一切，都要感谢长垣县城乡劳动
力职业技能培训的老师们！”赵晓慧今
年 34 岁，一身粉色职业套装，浑身散发
着自信和活力。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去
年 9 月份前，她还是一个很少出门的家
庭主妇。

“听说县培训中心免费提供各种技
能培训，我就赶紧报了个美容班。”赵晓
慧说，中心不仅请了专业老师教授他们
美容基础知识、手法，还安排老师负责教
他们开店、选址、经营等。

“培训一结束，我就考虑要开一家
店。选址的时候，张利伟老师跟着我考
察，帮我拿主意。遇到什么不懂的，就打
电话给她。从去年 9 月份开店起，每天
的客流量都非常可观，现在店里已经聘
用 4 名店员了。”赵晓慧的美容店和一个
新建居民区、一所实验小学毗邻，对面则
是一间有几千名女工的卫材厂。店里不
少常客都是小区住户、学生妈妈和厂区
女工。而她自己的孩子也在这所学校上
学，真正做到了“事业家庭两不误，梦想
现实双丰收”。

长垣县民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振民告
诉记者，像赵晓慧这样的“老板”在长垣
有很多。仅去年一年，该县城乡劳动力
职业技能培训班就办了 116 期，涵盖了
烹饪、美容美发、美甲、家电维修等 100
多个项目，培训了 7000 余名学员。

“我们的技能培训，都是由学员先报
名，每个班不超过 60 人。”张振民介绍，

“一句话，大家想学什么，我们就培训什
么。”

“俺的养老金在家门口就
能领”

4 月 24 日，家住长垣县蒲西街道太
子屯村的王大娘吃完早饭，来到村里的
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站，高高兴兴地领
了这个月的养老金。“以前，还害怕交钱
容易，领钱难呢，可你看，我根本都不用
出村，这钱就领到手了。”王大娘笑着说，
她只是将手续送到了服务站，接下来，所
有的手续都由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协管
员去办理。

太子屯村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协管
员告诉记者，像王大娘的情况，以前需要
先在村里盖章，再到街道填表，最后到县
里相关部门办理。老人们年龄大了，子
女不在身边，根本吃不消。“现在，只要群
众有需要，他们提供个简单的材料，我们
就能为他们服务好。”

目前，长垣县所有的乡镇（街道）均
已建成就业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并进一步完善基层便民服务工作机制，
在丁栾镇、恼里镇、常村镇、蒲西街道 4
个乡镇（街道）率先完成 129 个标准化村
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示范站点，并聘
请村级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协管员，着
重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业务办理、小额
贷款申请、就业及就业技能培训、劳动者
权益维护等方面加强服务力度，让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利的服务。

即将实现村级劳动保障
服务全覆盖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长垣县在现有
的县乡村三级服务平台基础上，进一步
将工作重心下移，优质服务下倾，持续完
善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了上下联动、便捷高效、覆盖城乡的

“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
配套完善便民服务督导考评和奖励机
制，有效提升服务群众能力和为民办事
效率，最大限度减少群众办事成本，让群
众“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难有人
帮、问题有人管”，“一句话‘群众需要的
就是我们要做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提供机制保障。

目前，长垣县在各乡镇（街道）便民
服务中心积极设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服务窗口，并在全县建成 400 个村级服
务站，由县民生服务中心对新招聘的村
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协管员进行
统一、全面的业务指导，着重对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业务办理、小额贷款申请、就业
及就业技能培训、劳动者权益维护等方
面进行专项培训，使其到岗即能胜任。
今年 6 月底，可确保实现全县村级劳动
保障服务全覆盖，让村民不出村就能享
受各项代办服务。

长垣招商引资频传“好声音”
□新乡观察记者 代 娟 本报通讯员 郑 萍 张宗桥

“群众需要的 就是我们要做的”
——长垣建成县乡村三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

□新乡观察记者 代 娟 本报通讯员 张宗桥 李 倩

史上最全的新乡“土货”大聚会

“这个居然是用草编成的，太不可思
议了！”在卫辉草编工艺厂的摊位前，一
名市民惊讶地说，自己在新乡呆几十年
了，第一次知道新乡特产还有草编工艺、
烙画、蛋雕……真是长见识了。

“很多产品都挺不错的，不过以前在市
区都没见过，也不好买到，这次可是个好机
会！”活动现场，一位家住新乡市公务员小
区的女士正拿着小本挨个摊位询问记录联
系方式，打算随后团购心仪的产品。

开幕式当天，旅游文化商品大展销
也同时开展，在此次活动中，全市参展企
业达 170 余家，展销产品达 1000 余种，涵
盖旅游工艺、文化创意、传统制作、特色
美食等多个领域，被称为“史上最全的新
乡土特产品大聚会”，让游客品味牧野人
文、旅游、饮食文化。

书画大师侯德昌 最好作品赠家乡

4 月 24 日至 5 月 3 日，新乡平原博物

院还举办了中国著名书画家侯德昌的书
画作品展。

侯德昌是辉县市孟庄镇南田庄人，
毕业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留校任
教，迄今已有侯德昌主笔创作的 6 幅作品
悬挂在人民大会堂。

耄耋之年的侯德昌心系家乡，继去
年在辉县市常村镇建立侯德昌艺术馆
后，此次又向新乡平原博物院慷慨捐赠
29 件（套）书法、绘画作品，在本次悉数
展出，侯德昌艺术馆还友情送来部分藏
品。

侯德昌不仅喜画太行，也喜画屹立
山崖上的苍松，因为山松的气质映照了
他心中的太行精神与家国情怀。侯德
昌说：“是家乡的山水滋养了我的书画
艺术，所以要把最好的书画赠给家乡，
回馈家乡的父老和家乡山水给予我的
厚爱。”

2000辆越野车激情穿越郭亮洞

当天，作为“新乡 2015 南太行旅游

文化年”开幕活动之一，“穿越中国——
激情南太行”活动在新乡市政府南广场
启动。号称世界最大民间越野自驾游车
队同时出发，2000 辆越野车激情穿越南
太行郭亮洞，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据
新乡南太行集团预计，整个旅游年自驾
车将达 2 万辆，车友 7 万人。

参与活动的自驾车辆在新乡市政府
南广场集结，统一发放车贴，按序整编列
队。广场东西两侧分别摆放着写有“穿
越中国·激情南太行·郭亮首站”、“郭亮
挂壁公路世界最危险的公路”等标语。
为保障此次活动顺利安全进行，车辆集
结场地、行进路线的交通疏导均有新乡
市公安部门协调。

活动期间，针对此次大型穿越活动，
新乡南太行公司特别推出一系列优惠政
策，让车队畅游新乡南太行。

参加自驾的张先生表示，在这项穿
越活动中，参与者定能体会到运动带来
的乐趣，更能不忘途中景色，热爱自然，
亲近自然。

景区如画 艺品绝伦
——新乡 2015旅游文化年开幕式侧记

□新乡观察记者 代 娟 本报实习生 袁 媛

驶往“人间仙境”的高铁
□新乡观察记者 代 娟 本报通讯员 梁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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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如笑，牧野飞歌”。4月
24日上午9时 30分，新乡市委书
记舒庆宣布，以“观太行红岩绝
壁，品牧野卫风古韵，游黄河生态
廊道”为主题的“新乡旅游文化
年”活动正式开幕。

据悉，此次活动是新乡市大
力推进“大旅游、大文化、大健康”
产业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活动
时间贯穿全年，内容涵盖旅游、文
化、体育、农业、农贸等 46项，每
项活动都凸显新乡本土元素。

八里沟石人迎客

宝泉大西沟珍珠帘瀑宝泉大西沟珍珠帘瀑

赵晓慧在自己的店里为顾客化妆

长垣县发挥产业优势，创新服务方式，完善工作机制，招商引资工作频传“好声
音”：美国特雷克斯汽车起重机、中原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等一批投资规模大、
综合效益好、带动能力强的项目先后落户长垣。

2014年，该县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40.6亿元，实际利用境外资金 10797万美元，两
项指标完成比例和增速均居 10个省直管县第二位。新签约项目 191个，签约资金达
266亿元。

近年来，长垣县创新思路，在现有的县乡村三级服务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将工作重心
下移，优质服务下倾，持续完善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就业平
台在公共服务需求中的核心作用，构建了上下联动、便捷高效、覆盖城乡的“三级”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体系，配套完善便民服务督导考评和奖励机制，有效提升了服务群众能
力和为民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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