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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银川7月19日电 20年的奋进，标识着历史变
迁的刻度；20年的跨越，彰显了攻坚克难的执着。

这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事业的伟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
党“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成功实践——

20年前，在党中央作出东西部结对帮扶的战略部署下，
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起对口协作关系。从此，武夷
山与六盘山肩并肩，闽江和黄河相辉映，远隔千山万水的两
省区有了不解之缘，携手向贫困发起挑战。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闽宁两省区20年来守望相助奔小

康，从单向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事业多领域
深度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闽宁模式”，开创出一条具有
示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集中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越性。

一种使命担当穿越时空——立下愚公移
山志，一张蓝图干到底，20年来闽宁对口协
作结出丰硕成果

62岁的谢兴昌惬意地坐在宽敞整洁的小院里，看着青
枣挂满枝头，门前的村道正在翻新。他的家，坐落在福建和
宁夏牵手扶贫的起点——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自20年前从西海固老家搬迁到这里，谢兴昌一家已换
了4次房：从地窨子到土坯房到砖瓦房，再到有小庭院的水
泥平房。

1997 年 7月 15 日，这是一个改变谢兴昌命运的日子
——闽宁村正式奠基，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代
表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专门发来贺信，祝贺闽宁对口
协作的这项重要成果。

如今，闽宁村升格成了闽宁镇，人均年收入由当初的
500元增加到10360元，这个当初被谢兴昌形容为“天上无
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沙石跑”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方绿
洲，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小镇。

这一切巨变，正源于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二十年如一日”
的久久为功。

“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
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消除贫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惠及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
不渝的奋斗目标。

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的开启——
秉承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的“两个大局”的重要

战略构想（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发展
到一定时候，沿海帮助内地也是个大局），在中国进入“八七”
扶贫攻坚的重要阶段，1996年9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作出了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新部署，其中确定福建
对口帮扶宁夏。

斗转星移，初心不忘。沿海的八闽大地与西北的戈壁旱
塬，自此有了跨越时空的心手相连。

1996年 10月，由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
“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第一次对口
扶贫协作联席会议随即在福州市举行，并选出沿海的8个经
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区）对口帮扶宁夏的8个贫困县。

5个月后，习近平同志率团来到宁夏，开始为期6天的对
口扶贫考察，并在银川召开了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
会议。

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概，同宁夏各族人民一起
全力以赴、扎实有效地做好对口扶贫协作工作，为实现我们
党向全世界作出的20世纪末在全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庄严承
诺，为21世纪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强者之林，做出无
愧于历史的突出贡献！——习近平同志在联席会议上的讲
话掷地有声；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共同建设作为
扶贫协作示范窗口的闽宁村。

扶贫誓言，山海为证。
两省区对口扶贫协作拉开帷幕，一干就是20年，持之以

恒、风雨同舟。
宁夏人民不会忘记——
习近平同志倡议两省区强化顶层设计，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每年轮流举办一次，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商定协
作帮扶方向和重点。20年来，闽宁联席会议从未间断，承诺
的协作事项逐一兑现跟踪落实。

习近平同志先后5次出席闽宁对口扶贫协作联席会议，
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倡导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
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他提出的“创新帮扶机制，拓
宽合作领域”“加大企业和社会力量扶贫协作规模和力度”等
前瞻性思想，成为两省区共谋发展的行动指南。

宁夏人民更不会忘记——
习近平同志两次来宁夏调研指导扶贫工作。1997年 4

月在银川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后，他先后来到同心县、海原
县、西吉县、隆德县等宁夏最贫困的地方，考察扶贫项目，慰
问贫困家庭。

2008年 4月 7日至 9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工作，深入银
川、吴忠、固原、中卫等地农村、企业、社区和工业园区。他指
出，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进一步加大扶贫开发力度，继续大
力开展就业指导、城乡医疗救助、困难家庭学生助学、农村五
保户供养、教育救助、司法援助等工作，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
到千家万户。

“就坐在我旁边，拉着我的手，问家里收入如何，平时去
哪里看病？”固原市开城镇深沟村回族老汉金学文回忆起8
年前习近平同志看望他的情景，仍十分激动。“现在村里有了
新的卫生室，我的老屋也翻新了，今年还打算去‘浪一浪’（游
玩），想到首都北京旅游。”

20年弹指一挥间。闽宁两省区对口扶贫协作结出了累
累硕果——

福建累计无偿援助资金13.43亿元，先后拿出30多个条
件最好的县（市、区）轮流与9个宁夏贫困县（区）结对，引入
项目、技能培训、产业配套等帮扶内容不断拓展，做到“宁夏
所需、福建所能”；

两省区持续推动经济协作和产业对接，有5600多家福
建企业、商户入驻宁夏，总投资达800亿元，每年解决3万多
人就业，4万多名贫困山区农民稳定在福建各地从事劳务，
年均获得收入超过10亿元；

素有“贫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GDP增长21.3倍，地
方财政收入增长67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倍，成为宁
夏增长最快的地区……

一种实践探索汇聚合力——合作机制开
拓创新，“政府、企业、社会”深度协作，造就
“闽宁模式”的成功范例

20年携手战贫困，20载共同奔小康。
闽宁生态移民示范村、闽宁学校、闽宁儿童福利院、闽宁

敬老院、闽宁扶贫产业园……“闽宁”二字，如今在宁夏6.6万
平方公里的大地处处镌刻下印记，两省区同心战贫困的成果
俯拾即是。

在习近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
作、共同发展”方针指引下，闽宁两省区在坚持召开高层联席
会议的同时，持续探索完善工作思路、机制，创造出东西扶贫
协作的“闽宁模式”。

点对点、一对一，结对帮扶机制实现从纵向到横向的深
度延伸——

早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第一次联席会议上，两省区就确
定了结对帮扶的方式。

纵向看，结对帮扶已由县区如今延伸到乡镇和行政村，
两省区64个乡镇、34个村结对帮扶，精准帮扶力度更大，在
全国开了先河；

横向看，两省区在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推进对口协
作，组织、统战、民政、司法教科文卫等几十个部门和社会团
体建立起帮扶关系。

福建先后选派9批140名干部到宁夏挂职，宁夏也选派
15批244名干部到福建挂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六盘山精
神和“敢拼会赢”的福建精神融合成两省区共同的精神财富。

经济协作、市场对接，产业带动机制产生“磁石效

应”——
20年来，闽宁扶贫协作由过去两省区党委政府主导逐

渐转变为牵线搭桥，企业按照市场原则投资兴业，实现了由
给钱给物的“输血”式扶贫，向以发展产业为重点的“造血”式
扶贫的根本转变。

如今，在宁夏有 8万多福建人在经商从业。“2000年闽
商投资还不到10亿元，现在上升到800多亿元，可谓是爆炸
式增长。”担任宁夏福建企业家协会会长的陈舒说，“我们以
商招商，吸引着更多闽商来宁发展。”

社会扶贫、民生优先，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深化协作的内
涵——

今年 7月，宁夏泾源县中山医院在全县十多处开展义
诊，受到了群众的欢迎。这家由闽商投资、在去年底投入运
营的民营综合性全科医院，大大缓解了当地老百姓看病难的
问题。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20年来，闽宁两地不断拓展
扶贫协作领域，由单一的经济合作发展为教育、医疗、文化等
多领域推进合作，各项社会事业不断推进，当地老百姓获得
更多实惠。

这是一组让宁夏人铭记的数字：
福建先后援建学校 236所、医疗卫生院（所）323个，选

派1328名教师和医疗技术人员到宁夏帮助工作；帮助建设
闽宁示范村160个；打水窖1.5万眼，解决了30万人、10万余
头大牲畜饮水难题……

取长补短、优势互惠，协作共赢的机制奠定可持续发展
的基石——

“宁夏和福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不
同，彼此协作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广泛深入地开展多种形式
的扶贫协作，促进闽宁双方共同发展。”在1997年闽宁对口
扶贫协作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中，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同志
这样定位闽宁两省区的携手扶贫发展战略。

目前，宁夏永宁县、隆德县、西吉县等地相继建成闽宁产
业园，福建一批装备制造、建材等传统产业也转移到此，实现
了转型升级、接续发展。宁夏哈纳斯集团也抓住福建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机遇，在莆田市筹建投资约
110亿元的国家级天然气战略储备基地项目，成为闽宁双向
互助转变的一个标志。

一种扶贫精神历久弥新——怀揣造福一
方的梦想，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缚住
贫困苍龙

广大援宁干部大力弘扬“接力攀登”精神，一任接着一任
干，誓将戈壁换新颜。

西海固，曾被联合国专家评价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
本条件”的贫困地区。20年来，一批批挂职干部来到这里，
以燕子垒窝的恒劲、水滴石穿的韧劲、老牛爬坡的拼劲，将扶
贫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毅力拔掉
这个穷根。

福建闽宁办原常务副主任林月婵先后 40多次来到宁
夏，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修路架桥”，是名副其实的“闽宁使
者”，是宁夏干部群众念念不忘的“林大姐”。

“福建帮扶宁夏，是一个铜板掰成两半用的手足情谊。”
退休后林月婵仍然在为两地贡献力量。

连续9批福建挂职干部时刻不忘习近平同志的嘱托和
叮咛，在贫瘠的土地上砥砺品质。来到海拔约2000米的西
海固，不少干部都有流鼻血、失眠、高血压等高原反应，但从
没有一人因此而掉队。

20年来，1400余名援宁干部、支教支医团员自愿报名，
舍小家顾大家。他们默默奉献青春，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
命。他们的故事如珍珠一样撒落于沟沟坎坎，像火种一样闪
烁在西海固大地。

厦门市优秀检察官林国荣2000年来到固原市检察院挂
职，他吃苦耐劳，善于研判复杂案件，传授福建的先进经验。
就在圆满完成挂职任务之时，他从固原赶往银川机场的归途
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牺牲，再也踏不回福建故土。

宁夏检察院为林国荣追记一等功并给予慰问金1万元，
但他的妻子秉承丈夫挂职初衷，又把这笔钱捐给六盘山区的

“希望工程”，扶贫助困之心永驻西海固。
一批又一批的闽商弘扬“敢拼会赢”的精神，把戈壁变成

绿洲，带动当地脱贫致富。
2007年，原本来宁投资房地产的福建籍侨商陈德启，看

上了摊开地图上的一个巴掌大的“空白”——贺兰山东麓这
块10万亩的荒滩地。他带上一把土去法国鉴定，结果让他
欣喜若狂：这里是世界上种植酿酒葡萄的最佳之地！

陈德启在戈壁滩上搭起彩钢板简易房，一住就是 8年
多，哪怕大风掀翻了屋顶。他投资15亿元平整5万亩土地，
栽种500万株防护林，种植2万亩有机酿酒葡萄，把戈壁变
成了绿洲。“别人说我傻，但我的梦想却是让中国葡萄酒走向
世界！”

在“拓荒英雄”陈德启的葡萄园里，有两三千名村民在打
工致富；而贺兰山东麓的荒滩地也飞速升值，大大小小的酒
庄遍布，百万亩葡萄长廊芳容初露，有望形成千亿元产业。

感激的种子一旦种入山区人的心田，感恩和怀念就成了
永远。

每当福建挂职人员期满回乡，朴实的西海固老乡们都给他
们系上大红花，送了一程又一程；许多福建企业家和老乡们同
吃同劳动，把自己当成宁夏人，甚至把家都安在了西海固……

一种脱贫决心昭示未来——新起点上再
出发，建立精准帮扶机制，助推宁夏打赢脱贫
攻坚战

绿色山梁、新盖红色砖瓦房、开满紫花的成片胡麻、孩子
们在村广场上玩耍……当记者来到固原市隆德县赵楼村，欣
欣向荣的气息扑面而来。

19年前，习近平同志曾率福建代表团到此考察。在74
岁老支书赵效杰的记忆里，当年村里景象是这样的：路也没
有，桥也没有，十年九旱，喝着碱水，到处是土坯房……

如今赵楼村已发生了巨变，村里有了3家农民产业合作
社、自来水入户、互联网进村，这个六盘山下的老村子将在全
县率先脱贫销号。“原来忙活一年手里也难有活钱，现在人均
收入达6700元。”赵效杰自豪地说。

赵楼村旧貌换新颜，正是多年来闽宁扶贫协作成果的一
个生动写照。

宁夏如今正在向昔日的“世界级贫困”告别：贫困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从5年前的101.5万人下降到58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5.6%
下降到14.5%。

新起点，再出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的扶贫工作始

终关切在心，强调“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
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在扶贫的路
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自治区党委书记李建华说：“我们将举全区之力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深化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推进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进一步推动闽宁两省区双向互助，实现从扶贫
走向共赢的转变，把对口扶贫协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新高度，再攀登——
7月3日，我国海拔2000米以上高原地区最长高速公路

隧道——近10公里的六盘山隧道正式通车，以往车辆经过
六盘山要一个多小时，如今仅需10余分钟。

继2009年厦航开通银川—福州航线、实现了两地空中
直航之后，如今两地正在洽谈厦航开通固原的航线。

厦门援助宁夏泾源县挂职干部叶捷频说，“西海固地区
风景优美，我们抓住这里设有高原机场的优势，积极和厦航
沟通，目前航线开通事宜已处于准备阶段。”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位于固原的六盘山，是红军当年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

山，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今，“闽宁模式”正掀开全新一页，福建宁夏两省区对

口协作不断汇聚新的智慧与力量，在六盘山下奏响脱贫攻坚
的澎湃乐章。

山海为证，携手共圆全面小康梦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20年启示录

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
联合报告公告

根据河南省商务厅、河南省财政
厅、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河南省地方税
务局、河南省统计局《关于转发〈商务
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统计局关于开
展2016年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经
营信息联合报告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要求，现将河南省外商投资企业（含台
港澳侨投资企业）开展2016年外商投
资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联合报告工
作（以下简称“联合年报”）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联合年报时间
2016年5月16日至8月31日。
二、参加范围
2015年 12月 31日前，在我省依

法设立并在工商登记机关注册的外
商投资企业（含台港澳侨投资企业）。

三、联合年报程序
参报企业请登录全国外商投资

企业年度投资经营信息网上联合报
告及共享系统（http：//www.lhnb.
gov.cn）填报信息。

四、信息公示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654号），参加联合年报的企
业名录和企业填报的投资经营信息，应
当向社会公示的，将在联合年报工作结
束后通过“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年度投资
经营联合报告公示平台”（http：//
gongshi.lhnb.gov.cn）向社会公示。

联合年报服务电话:
0371-63576204
邮箱:wzglc2007@126.com

2016年7月20日

河南省商务厅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国家税务局 河南省地方税务局 河南省统计局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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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

开封市通许县、杞县中福在线销售厅盛情开业

近日，开封福彩连续传来喜讯，杞
县银河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和通许县人
民路中福在线销售厅分别于 7月 13
日和 7月 15日正式投入运营。开封
市民政局、开封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杞县民政局、通许县民政局等相关单
位领导及彩民代表出席了两个销售厅
的开业仪式。

多年来，开封市民政局对福利彩
票发行工作十分重视，市福彩发行中
心始终弘扬“扶老、助残、济困、救孤”
的发行宗旨，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的发行原则，努力打造“阳光福彩”，团

结拼搏、科学经营、规范管理，全市福
利彩票发行工作稳步发展，销量逐年
攀升，为我市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福在线”视频彩票是经国家财
政部、民政部批准，由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统一发行的即开型视频彩
票。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热线系
统，保证彩票即投、即中、即兑，彩票购
买更方便、快捷，投注过程更及时、合
理。“中福在线”即开型视频彩票的推
出，是我国即开型彩票发行方式的改
革，也是彩票发行技术的进步，视频互

动，趣味性和娱乐性相结合的福彩品
牌玩法。杞县、通许县中福在线销售
厅的开业，不仅为各县群众提供了休
闲娱乐的场所和奉献爱心的平台，也
必将为各县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提供更
多的支持。最后，李亚军要求杞县、通
许县民政局，在继续协助做好福利彩

票发行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切实加强
对销售厅的业务指导及监督，用一流
的管理，一流的服务，努力打造好“中
福在线”这一福彩公益品牌，为彩民营
造优良的购彩环境和服务，积极提高
销售量，筹集更多的社会公益金，为全
市的公益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刘柯）

2016年7月16日，上午11时17分，

商丘市长江东路销售厅再次中出中福

在线累积奖112196元。

商丘市长江东路销售厅自2011年

开业至今已有五年，商丘市福彩中心为

提升福彩形象，改善服务设施，于 2016

年6月26日对该厅进行了重装升级，并

于7月12日重新开业，仅仅四天，该厅又

中出“连环夺宝”游戏累积奖112196元。

据中福在线服务人员介绍，该彩民

是中福在线的一位老彩民，早上才刚刚

营业便来到中福在线进行投注，在进行

到“连环夺宝”游戏第二关时，直接天降

21个黄宝石。由于“连环夺宝”游戏返奖

率高，本次彩民中奖直接将奖池仅剩的

112196元大奖掏空，中奖后彩民相当激

动和愉悦，并表示周一工作日将到市福

彩中心领取他的这份喜悦和幸运。

据统计，之前商丘市已中出四个“连

环夺宝”累积奖，再加上本次老厅刚刚重新

开业即中出的累积奖，年刚过半，即已经达

到五个，真可谓“开门见喜，好运连连”！

老厅升级改造 再中奖池大奖
——商丘福彩中福在线长江东路销售厅刚经过升级改造即掏空奖池

6月23日，福建籍侨商陈德启（右）在宁夏贺兰山东麓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内，查看葡萄长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