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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顶心坡，穷山窝，山高坡陡石
头多”，“槽高、滩低、堤根洼，守着
黄河，旱不能浇，涝不能排，粮食收
成不能保”……这是我省“三山一
滩”地区贫困群众生产生活的无奈
写照。

有经济学家认为，贫穷的本质
在于缺乏社会资源。生活在繁华都
市坐拥丰富公共资源的人们或许很
难想象，他们出门只需动动手指就
能召来专车服务，而在偏远贫穷的
角落，人们去集市买个东西就得起
早贪黑翻山越岭。不少贫困群众的
衣食住行仍令人心酸，有的贫困户
甚至一年最多只能吃上三顿肉。“富
裕中的贫困”，往往显得那么刺目，

也更值得关注和警醒。
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农村贫

困人口为 7017 万人，其中河南、湖
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 6个省份
的贫困人口都超过 500万人。河南
省扶贫办统计，截至 2014 年年底，
我省农村贫困人口为 576万人。生
活在伏牛山深处坪地村的王秀琴，
就是这 576 万贫困人口中的一员，
她家里只有两间简陋的土房，一张
桌子，一张床，小儿子已经 38岁了，
还没有成家。王秀琴逢人便说，

“如果能够搬出去，吃住条件好一

点，也许孩子找对象会容易一些！”
大别山腹地七龙山村扶贫干部

张庆安，最难忘的是乡亲们期盼的
眼神。一次他到村里走访贫困户，
看到的是这样的一幕：下雨天进村
的路，黄泥巴有半尺厚，别说骑自行
车，就连步行也只有在路上铺上稻
草才能勉强过去。到家里，贫困户
一把拉住他的手说，可把你们盼来
了，赶紧帮我们修修路整整水塘吧。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没
有千千万万“王秀琴”们的小康，就
没有全省人民的小康。只要还有一

个地方戴着贫困县、贫困村的帽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

目前，我省还有 53 个贫困县，
8103 个贫困村。这些沉甸甸的数
字，是河南必须实现的脱贫目标。
确保全省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
脱贫，是河南向中央和全省人民立
下的军令状、作出的庄严承诺。从
当前情况看，要完成全面脱贫的目
标，每年必须有 100万人稳定脱贫，
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大。同时，要实
现以户为单位的精准脱贫，难度更
大，攻坚拔寨、啃硬骨头，可以说是

时间紧、任务重。
贫穷是全社会的共同敌人，消

除贫困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时间
越紧，任务越重，也越发凸显扶贫
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扶贫攻
坚这场硬仗必须不折不扣地拼上
去，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勿忘贫困群众期盼的眼
神，科学谋划、分类施策、精准扶
贫，在全面建成小康的路上不让一
个困难群众掉队，让我们的父老乡
亲都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⑧1

巍巍五龙山连绵起伏，山脚下栾川县
合峪镇 3个村庄的 4000亩桃树、梨树基地，
像一条绿色长龙，沿着山沟延伸开来。桃
子刚过季节，金黄的晚秋黄梨已挂满枝头。

“俺两口忙了 3个多月，12亩桃子刚卖
完，今年大丰收，挣了 3万多块。”8月 18日，
61岁的合峪镇柳坪村村民范铁军乐呵呵地
说，明年再收一季桃子，攒够了钱把房子翻
新一下。

柳坪村是一个以林果业为主营的专业
村，1600 亩耕地中 1300 亩栽的都是桃树和
梨树，几乎家家有果园。2012年，省政府办
公厅定点扶贫驻村队员白付强到柳坪村
后，邀请省里的专家对果树品种进行改良，
引进“桃梨+花生+药材”立体套种技术。同
时，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把柳坪及周
边村庄逐步打造成集休闲观光、自助采摘、
生态旅游为一体的扶贫产业示范区。

春季赏桃花、梨花，夏季旅游避暑，秋
季休闲采摘。一拨又一拨游客纷至沓来，

村民每亩果园收入近 4000元，比 2012年前
翻一番，并带动周边 5 个村 1000 余人通过
三产服务稳定增收。

“去年柳坪村群众人均纯收入达 5500
多元，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贫困线。”白
付强说，村里制定了产业帮扶计划，对剩余
的 20户贫困村民因地制宜、分类扶贫，争取
今年年底村里摘掉“贫困帽”。

柳坪村通过扶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带
动贫困村民脱贫致富，这在栾川县并非个
例。“栾川县森林覆盖率达82.4%，发展生态旅
游条件得天独厚，县里把农、林、牧等特色农
业融入生态旅游中发展，既突出‘生态’，又体
现‘特色’。”栾川县扶贫办主任张啸林说。

在栾川，75 个贫困村中有 47 个村被纳
入旅游产业发展规划，目前已建成彩叶林、
高山牡丹等苗木花卉种植园 6个，农业观光
游示范点 23个，以玫瑰、油葵、蓝莓、油菜为
主的婚纱摄影主题庄园 18 个。截至 2014
年年底，栾川县特色农业庄园建设带动贫
困家庭就业人数近 3万人。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董娉 通讯员
曹 楷 孙素梅）截止到今年 8月中
上旬，郑州机场国际地区旅客吞吐
量达 74万人次，同比增长 44%，预
计今年将首次突破 100 万人次。
这些乘客出国后如果遇到突发事
件该如何寻求帮助？8 月 19 日上
午，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将一批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15
年版），免费配发在机场国际和地
区出发厅，近百名即将出境的中国
公民成为第一批领取者。

据悉，《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
指南》由中国外交部领事司编印。
中国目前有 260多个驻外使领馆，
他们都是实施领事保护的主体。

该指南共分六个部分和附录，分别
就中国公民出国前后的特别提醒、
领事官员可以为中国公民做些什
么、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文
明出行、免责声明等事项做了详尽
说明。

据了解，国际地区旅客的快速
增长，得益于近年来新开辟的多条
国际地区航线，使得郑州机场的国
际地区通达度大幅提升，吸引广大
旅客外出游玩。到目前，郑州机场
国际地区客运航线累计达 20 条，
主要通达泰国曼谷、日本（大阪、名
古屋、静冈）、韩国首尔、越南岘港
等，基本形成了覆盖东南亚的国际
地区航线网络。③11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
王永乐 魏国武）8月 19日，记者从
阿里巴巴农村淘宝新乡县运营中
心开业暨河南 863 新开电商科技
园启动仪式现场获悉：新乡县农村
淘宝点试营两天即为农民代购汽
车 34 辆，创下网上单日汽车交易
量全国第一；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
公司的“双心”化肥上线农村淘宝，
两天销售 1800吨。

阿里巴巴集团去年启动“千县
万村计划”，拟在全国建立 1000个
县级运营中心和 10万个村级服务
站。新乡县政府抢抓机遇，积极与
阿里巴巴对接，并于 7月 27日在杭
州与其签署正式战略合作协议。
阿里巴巴集团确定新乡县作为河
南省农村发展战略实施的试点县，
并致力将新乡县打造成全国农村

淘宝特色标杆县。
新乡县农村淘宝项目启动后，

在 1500人中海选出 37名优秀合伙
人到各村服务站点。试营业两天，
已为村民网上代购汽车 34 辆，节
省资金 130余万元。

“淘宝卖化肥只是开端，还将
在中秋节期间销售新乡县的龙泉
黄金梨，秋后销售中农粮种的小麦
种子。实现特色产品的线上销售，
目的就是要把互联网销售手段和
农业生产嫁接在一起，让新乡县的
特色产品走向世界。”新乡县县长
申乐民说，新乡县与阿里巴巴深度
合作，不仅要解决农村信息和物流

“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网货下
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下
一步还要借助这个平台发展新乡
的电子商务、繁荣电商经济。③11

《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在郑州机场投放

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
有望破百万人次

新乡县农村淘宝红火开张
两天帮农民代购汽车 34辆，网销化肥 1800吨

特色产业“扶”出村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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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贫困群众期盼的眼神
□孙 勇

□本报记者 卢 松

▲8月 19日，在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总装生产
线上，工人在组装一批出口美国的大阳巧客四轮车新产品。
今年以来，该产品出口市场继续不断扩大，已出口美国、日本
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⑤3 潘炳郁 李飞舟 摄

▶8 月 18 日,在位于社旗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红阳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产车用零部件。该企业依托军工
技术，生产轴管轴头、连杆等车用系列产品，畅销海内外市
场，年销售收入达 2亿元。⑤3 李 崇 申鸿皓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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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栾川县山区群众开起了农家宾馆，在家门口实现就业。⑤3
本报记者 卢 松 摄

漯河继续加大督查考评力度

重大项目“三色”预警
长垣持续抓好整改落实

查隐患保增长促稳定

践行“三严三实”
开展“三查三保”

夏收期间我省发现火点数同比减少近 40%

秸秆焚烧少一点 空气质量好一点

本报讯（记者谭 勇）最近几天，在郑州一
家物流公司上班的郭先生一直奔波于省会各
大汽车销售市场，千挑万选，最终购置了一辆
郑州海马生产的新能源轿车。郭先生的购车
说明我省城镇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反映
了我省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对于河南工业而言，汽车及零部件行业领
跑全省高成长性制造业，纺织行业成为传统支
柱行业加剧分化中的“一抹亮色”，全省工业完
成增值税平稳增长……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
仍然很大的情况下，河南工业尽管不能“独善
其身”，但工业经济出现的这一系列喜人变化，
在 8月 19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发布的前 7个
月《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快报》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省持续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高成长性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
长，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电子
信息、汽车及零部件、服装服饰、医药等行业的
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而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的发展尤为迅猛，前 7个月，全省重点监测的
34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9.5亿元、利润
2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2.7%和 84.1%，增速
均居全省六大高成长性制造业首位。

新能源汽车异军突起，正成为我省工业
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省委、省政府印发的

《实施稳增长保态势若干重大专项工作方案》
中明确提出，要扩大整车产能，抢占新能源汽
车发展制高点。目前，省政府正在研究出台

《河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产业化发展
实施意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产业
化政策支持力度。来自省汽车行业协会的数
据表明，上半年，郑州宇通新能源客车产销两
旺，生产 6000台，销售 3650台，同比激增一倍
多，继续保持全国第一的地位，预计全年全省
新能源汽车生产将突破 1.6万辆。

“风景”不仅在奔跑的汽车上，也正在纺
织行业悄然绘就。《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快报》
显示，（下转第二版）

汽车领跑制造业 纺织织出新亮点

喜看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