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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春节打算

生产进行时

要想富，先修路。近年来，周口市公路
局扎扎实实干实事，一心一意惠民生，抓住
机遇谋发展，用很短时间打造出一条条惠民
利民的通衢大道。

周口至西华快速通道，是周口中心城区
通往周边 4 个县市的快速通道之一。推进中
心城区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快速通道建设，增
强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是当地政府的
一项发展战略规划。周口市公路部门为之付
出巨大的努力，先后开工建设了周口至西华、
周口至淮阳、周口至项城三条快速通道。

周口至西华快速通道打通之后，西华县
的发展优势凸显、发展环境优化，招商引资
步伐进一步加快，仅 2015 年就有河南中部
鞋业轻工文化产业园、瑞阳化纤、迅普发艺、
森爵车业等数个亿元以上的重大项目开工
建设或投产运营，拉动就业近 2 万多人。

“十二五”期间，周口市公路局共实施公
路建设项目 22 个，建设总里程 582.385 公

里，总投资 356398 万元，是“十一五”投资额
的 4.27 倍。仅 2015 年，就实施公路改造项
目 8 个，完成投资 9.64 亿元。

在全市公路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国道
311、106 线，省道 210 线等一批重大项目相
继实施，10 余条便民利民的公路得以改善，
全市国、省干线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周口市公路局副局长王健表示，正在建
设中的周口至项城快速通道是周口中心城
区 通 往 周 边 4 个 县 市 的 最 后 一 条 快 速 通
道。这条路打通之后，将进一步缩短中心城
区、港口物流产业集聚区和项城之间的出行
距离，提高车辆通行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郸城至淮阳一级公路早在 2008 年开始
运作筹建，2010年 7月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通
过招商引资实施的项目，是原本不属于公路
部门管理的国省公路网。项目开工以来，受
土地、融资等客观因素制约，加之投资实力、
管理经验不足等客观因素导致该项目时断时
续，工程拖延 5 年未完工，严重影响了沿线群
众出行。周口市公路局把它当做惠民工程接

管下来后，使这一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省政府
重点督办的项目迅速复工，并按照省政府确
定的时间节点，于 2015 年 12 月 22 日完成了
郸城县城以西至淮阳交界段沥青路面铺设任
务。这一天，汲冢镇朱庄村村民自发燃起鞭
炮庆贺，这条拖延已久的“马拉松工程”有望
于今年 9月底前全线建成通车。

在疏通经济主干线的同时，周口市公路
局更加注重打造富民路，畅通乡间物流。
G45 大广高速周口境内施工时，项城境内省
道 331 成为运输建设材料的必经之路，大量
运送石料的超载车碾压，使道路损坏严重，
有人形容公路上大坑小坑成片，坑深处能卧
牛，遇阴雨天行路更难。周口市公路局多次
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争取，及时对该路进行
了维修改造。近几年扶沟境内省道 102、商
水境内省道 206、郸城境内省道 329 等一大
批群众呼声较高的路段先后得以修复，使群
众切实共享了发展成果。

2015 年 7 月，周口公路局领导班子成员
和工程技术骨干一行，对近三年实施的公路

工程项目进行“质量回访”，逐路现场勘察。
途中在 106 国道上发现有几米路段微有沉
陷，张浩局长现场实例批讲，对此处工程质
量问题上溯追究，直到技术人员分析查明原
因。活生生的警示给大家上了一堂杜绝质
量隐患的课。

对每一个公路建设项目，周口市公路局
都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坚持推行“一个项目、
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管理机
制，坚持“承包商自检、社会监理、业主抽检、
政府监督”的四级质量检查流程，对工程质
量实行质量目标责任制和质量终身负责制。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周口市公路局在充
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公路工程管
理办法》，从项目的设计、监理、施工管理、交
竣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加强质量控
制，做到层层把关，层层负责，任何一个环节
出问题，都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正是有
了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近几年周口的每一
个干线公路工程项目都达到了优良工程标
准。③7

本报讯（记者李 铮 通讯员康 帆 高 帆）
整齐划一的两层小楼，宽阔整洁的文化广场，
忙碌的大理石加工厂……昔日贫困村的影
子，如今在淅川县上集镇大坪村已荡然无存。

近两年，大坪村通过搬迁扶贫、整村推
进和发展企业，村民收入大幅提高。“搬到新
房子后，生活方便多了，钱也好挣了！”1 月
23 日，大坪村村民李国伟高兴地告诉记者。

淅川县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属国家级
扶贫开发重点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
后，环丹江口水库部分道路、饮水、电力等基

础设施被淹没，制约了库周居住群众经济发
展，对扶贫工作提出了新挑战。

在精准扶贫攻坚战中，淅川县着力通过
整村推进和搬迁扶贫改善贫困村人居环
境。近几年来，该县整合各项资金，先后对
62 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拓宽硬化干线公
路 78.6 公里，改建公路 220 公里；建高泉引
水、机井等人畜饮水工程 216 座（处）；易地
搬迁扶贫农户 1781 户 7756 人，解决了 5.6 万
人行路难、2.7 万人饮水难、1.3 万余名学生
上学难的问题。

发展生态产业已成为淅川县增加贫困
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该县立足县域山多
地少、生态良好等资源优势，引导贫困农户
大力发展湖桑、软籽石榴、薄壳核桃、金银花
等生态产业。

为使产业发展落到实处，该县积极实施
扶贫培训“雨露计划”和农林技术进村入户
活动，确保每村都有科技明白人，每户都会
1~2 项实用技术，提高广大贫困农户自我发
展能力。

该县还通过财政贴息、技术推广等方

式，培育龙头企业、扶持种植大户发展，做大
做强生态产业，增强产业发展后劲，为贫困
农民提供更多增收渠道。

如今，淅川县已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20
余万亩，“一村一品”格局基本形成，九重镇
武店村芦笋、特色林果，盛湾镇瓦房村软籽
石榴，香花镇白龙沟村中药材种植等生态产
业成为县内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不仅美化
呵护了水源地生态环境，也促进了贫困村经
济发展。近三年来，全县先后有 6.62 万农民
脱贫致富。③7

本报讯 （记者董 娉）1 月 24
日，郑州机场迎来了春运第一天。
全天郑州机场客流量平稳，共起降
航班 430 架次，发送旅客约 4.5 万
人次。

春运首日，郑州机场两个航站
楼客流平稳，运行有序，各保障单位
密切配合，为旅客出行提供保障服
务。上午 9 点半，共青团河南省委
和河南机场集团联合在郑州机场
T1 航站楼举行了 2016 年河南青年
志愿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启动仪

式，全省广大志愿者将在郑州机场
等交通窗口为乘客提供义务服务。

郑州机场提醒乘客朋友，春节
前后，容易出现雾雪天气，将会对
航班造成不同程度地影响，出行前
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
程。旅客朋友如需要了解航班信
息、机场实况和票务信息，可拨打
郑州机场“96666”客服热线或通过
河南机场集团的官方网站（www.
zzairport.com）、官方微博、微信公
众号等问询。③7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 月 24
日，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联
盟在郑州高新区成立，该联盟旨在
为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提供支撑。首批联盟会员
由全省 19 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和6家国家级众创空间组成。

河南省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联
盟是由省内各类科技企业孵化器和
新型孵化平台为主体，目标是促进
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在孵科技企业的
创新发展。按照《河南省科技企业
孵化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到2017
年,新认定(组建)省级孵化器60家以
上,省级及以上孵化器数量达到 120

家；建设各类专业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 60个以上,为 1200家在孵企业提
供专业化技术服务等。

为实现这一系列目标，联盟将
充分发掘和整合政府、各类科技企
业孵化器、新型孵化平台、投融资
机构、中介机构和科技企业的优势
资源，构建技术支持、人才交流等
创新创业省级服务平台；促进区域
内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合作与交流，
提升科技企业孵化器服务质量；培
育在孵科技企业做大做强，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
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科
技支撑。③8

本报讯 （记者杜 君）1 月 20
日，亚洲开发银行技术援助“构建
河南省国家粮食安全核心区生态
保障体系研究”项目正式启动，国
内外“智脑”将深入调查研究，合力
为我省尽早构建高产、高效、绿色
健康、恢复力强的农林可持续发展
体系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

到 2020 年我省要确保粮食生
产能力达到 1300 亿斤。但极端天
气增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农业
发展受自然灾害和土地地力下降
等综合因素影响较大。

“只有依托完善的生态保障体
系，推动农业生产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才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项
目咨询专家组组长、国际农林专家
勒内·克劳德·黒默先生表示。

“国内外研究也表明，发达完
善的平原农区防护林体系可有效
防止或减轻自然灾害，促进粮食稳
定增产 10%～20%。”省林业厅副
厅长侯怀堂说。

亚行项目经理苏珊娜女士介
绍，项目将对生态网络的规划、构
建、服务能力和技术支持等领域的
问题进行深度全面分析，对生态网
络基础、平原防护林体系改建、生
态承载能力及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进行综合分析，同时为我
省加强技术人才培训提供支持。

根据亚行批准的项目建议书，
该项目总投资 50 万美元，其中亚
行赠款 40 万美元，国内配套 10 万
美元。项目执行期从 2015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2 月，共 16 个月。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 实习生
焦丹阳）1 月 22 日，河南省农民工
产业转型升级培训研讨会在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召开，省人
社厅有关负责人在会上透露，我省
从 2007 年开始着眼于农村剩余劳
动力培训，到 2015 年，全省共培训
农民工约 1300 万人，接受培训的
农民工人数近年来以每年约 200

万人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十三
五”末全省累计培训农民工人数将
达到 3000 万人。

省人社厅农民工工作处处长
吕志华在研讨会上表示，农民工培
训组织不仅要兼顾基本技能培训，
更要将重点逐渐转移到专业技术
培训上，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推
动新型城镇化进程。③7

本报讯 （记者谭 勇）1 月 22
日，2015 年全国工业企业知识产
权运用标杆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站公示结束，我省 2 家企业上榜。

开展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
杆示范活动，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的重要举措。通过示范活动，充分

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是提
升工业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运
用能力的有效途径。标杆企业遴选
范围为工业企业知识产权运用能力
培育工程试点企业。本次全国共有
60 家企业入选，我省上榜的 2 家企
业分别是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和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③9

我叫杨红卓，今年 47 岁，2014 年 12 月当
选为三门峡湖滨区交口乡杨家沟村党支部
书记。

过年准备什么？村民们各有各的打算，
村干部得为全村打算。

这几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村里群众的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不少村民都开上了私家
车，不再重视平时的锻炼，一些年轻人的身
体还没有年龄大的人身体好，什么高血压、
高血脂都年轻化。前几天，市里组织了“全
民健身·万人徒步”大型活动，我觉得不错，
打算正月初一组织村里 15 岁以上 60 岁以下
的村民开展一次“徒步健身”活动，帽子、礼
品我们都已经买好了，告示已张贴，这两天
报名的村民还不少呢。我打算借助这次机
会彻底改变村民的健康锻炼意识，将这项活
动推广出去，不仅可以增强村民的体质，更
消除村民赌博、打牌、聊闲话的不良风气。

社火是我们这一带历史悠久的民俗活
动，周边各村每年正月都能看到各种式样的
社火：野鹿的杂耍、旱船，侯桥的盘鼓，马家
店的舞龙、舞狮，交口的锣鼓，都远近闻名。
每年到市里汇演前，乡里要举行一次展演，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作为村里的当家人，
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丰富
多彩。前几天，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采购了
锣鼓、钹等乐器，春节期间打算将村民的闲
暇时间好好利用起来，不仅给这个节日增添
点氛围，让村民体会到过年的乐趣，更要让
村民觉得今年春节过得不再“传统”。

另外，今年村里还购置了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主题的灯笼，我们想把宣传教育
融入灯笼，还准备举办篮球大赛、接力赛、拔
河比赛等群众文化活动，让这个新年过得更
红红火火。③8

（本报通讯员 郑素丽 整理）

情系民生筑坦途
——周口市公路局服务民生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董 娉

让全村过个红火年

淅川：精准发力“拔穷根”

▲1 月 23 日，孟州市一家商场的营业员
正在悬挂“福”饰品。春节临近，该市许多商
家提前组织了品种丰富、数量充足的商品，
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购置年货。⑤3

聂小品 张泽斌 摄

▶1月22日，正阳县慎水镇王刘冢村晚霞
文艺队的队员在排练文艺节目。春节临近，该
县许多民间文艺团体积极排练节目，准备为群
众献上丰富的文化大餐。⑤3 贺永明 摄

郑州机场平稳度过春运首日
共起降航班 430 架次

1 月 24 日，在平顶山鸿顺源工贸有限公司，工人在擦
拭即将出口朝鲜的湿喷机。该企业是集液压、全气动湿喷
机专业研制、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畅销海内外。⑤3 毛思周 摄

1月 24日，在位于孟津县空港产业集聚区的洛阳国润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检查一批新型防腐管
道。该公司自主研发的 3PE 防腐管道，可解决城市饮用水
的二次污染问题。⑤3 潘炳郁 摄

1 月 24 日，在位于濮阳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巨烽生物
能源开发公司，工人正在加紧安装空调。该项目总投资
4.5亿元，年可生产生物质农牧机械、数控锅炉和高效空调
等 16万台，实现产值 6亿元。⑤3 毕海滨 摄

■关注2016年春运

我省科技企业孵化器
创新联盟成立

亚行支持我省粮食核心区
生态保障体系建设

我省2家企业上榜全国工业
企业知识产权运用标杆名单

我省九年培训农民工1300万人

春运首日，郑州东站的旅客人数迎来一波小高峰。郑州铁路局各
车务站段成立了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等，铁路职工基本取消
了节假日休息，奋战在春运一线。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