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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 保态势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河南日报
农村版记者 冯刘克）8月 8日，郑州
永平路上，穿梭往来、带有“长通物
流”标识的厢式货车引人注目。这条
路上坐落着郑州长通实业有限公司
的总部，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乘着

“长通”的货车汇聚于此，郑州的货物
也由此送往全国。

目前，长通物流正忙着进行产业
链上的新拓展。“当下，‘互联网+’的
浪潮席卷各个行业。”该公司执行总
经理魏长龙说，“作为一家民营企业，
长通要顺势而为，依托‘互联网+’，实
现物流业与金融业、电子商务、供应
链管理等的有机结合，拓展产业链的

上下游，谋求企业转型升级。”
在产业链的上游，长通实业正在

投资兴建中加物流园项目。该项目
基于2013年由长通物流发起并在郑
州成立的“中中物流联盟”。联盟单
位包括河南、山东、湖北等 7省省会
城市重点物流企业。“根据联盟发展
需要，郑州作为发起城市和中心城
市，应首先建设联盟总部物流港，中
加物流园就承担着联盟总部物流港
的功能。建成后将成为立足郑州、辐
射中部、影响全国、联通国际的多式
联运中心和跨境电子商务中心。”魏
长龙对记者说。

与此同时，长通实业的产业链条

已延伸到国外。8月 1日，长通实业
通过货运包机的形式从加拿大进口
了首批 3吨蓝莓，经过海关、商检等
部门查验后，从郑州航空港向全国分
拨。魏长龙介绍说：“长通参与推动
的郑州至温哥华直航将于 10 月通
航。下一步，长通将把越来越多的国
外货物进口到国内，并打算在国外投

资建设生鲜产品生产基地。”
魏长龙对扩大投资的资金来源

毫不担心。他说，多年来的诚信经营
擦亮了企业的品牌，无论是资金积
累，还是金融授信，企业都有较好的
表现。长通还与银行系统建立了银
企直连，为其会员客户提供银行级的
资金监管和担保服务。

“‘互联网+’和创新创业的浪潮，
为物流行业带来了新的投资发展机
遇。”魏长龙说，“市场的变化容不得
懈怠，长通的发展目标是做一个全新
的互联网物流商业集团。”③7

□本报记者 周岩森 李运海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省委书记
谢伏瞻在全省脱贫攻坚第一次推进会
上说，劳动力转移就业是脱贫致富的
有效途径，贫困家庭的一个成员如果
能掌握一技之长，实现转移就业，就能
带动全家脱贫。

通过转移就业，能再塑贫困家庭
的“造血功能”，让更多的劳动力通过
自己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

培训扶贫，让贫困劳动
力拥有一技之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贫

困劳动力进行精准培训，让他们掌握
一技之长，是实现转移就业的基础。

33岁的曹光显是夏邑县曹集乡
曹西村人，因为没技术，曾经养过猪，
种过土豆、大葱，都赔钱。2014年他
免费参加县里“雨露计划”养殖培训班
后，学到了养殖技术，养的猪再没有出
现死亡现象，家庭当年就实现了脱
贫。48岁的闫永亮是太康县老冢镇
刘寨村人，2013年参加县里组织的建
筑行业培训班，拉起一支建筑队伍，在
家乡附近施工盖房，不但自己脱贫致
富，还带动了30多个贫困家庭告别贫
困。

在我省，像曹光显、闫永亮这样通
过政府组织的各类职业培训获得技

能，进而脱贫致富的还有很多。仅“十
二五”期间，我省扶贫部门实施的“雨
露计划”，就对102万贫困劳动力进行
了培训。“雨露计划”技能培训全部免
费，同时侧重于培训周期短、易学易
会、脱贫增收见效快的“短平快”项目，
让贫困劳动力不花钱，或少花钱就能
学到实用技术。

完善机制，建立就业服
务“蓄水池”

永城市黄口乡曹楼村是个贫困
村，村里很多留守妇女手工虽好，却缺
少挣钱的门路。浙江省义乌市一对外
出口的贸易公司需要大量的珠子串，

用到衣服、帽子上当装饰品。驻村第
一书记姜清芳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
联系，与对方签订了供货合同。如今，
村里 100多个留守妇女从事串珠子，
每人每天能挣100多元。

一条信息给100多个贫困家庭带
来了脱贫希望。但是，依靠这种形式转
移就业，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
性，而且劳动力的信息不停在变，就业
岗位信息也在变。针对这种变动性，只
有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建立
一方活的信息“蓄水池”，才能实现贫困
劳动力与就业岗位的无缝对接。

我省贫困县正在加快建设的基层
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就是
这样的“蓄水池”。（下转第二版）

长通实业：产业链上忙拓展

转移就业转出新生活
——“精准扶贫河南攻坚”系列综述之一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8月 10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会见了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部长盛斌一行。

谢伏瞻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省
军区，对盛斌一行到河南调研指导工
作表示欢迎，对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给予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
并简要介绍了河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他说，河南是驻军大省、兵源
大省，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防动员
建设，军地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在民兵预备役建设、军民融合发
展、转业干部安置和随军家属就业等
方面协同配合，取得了显著成绩。驻
豫部队积极参与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在维护社会稳定、抗击自然灾害、重大
活动安保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
前，勇挑重任，不畏牺牲，发挥了中流
砥柱的作用。特别是前段时间我省部
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驻豫解放军和
武警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区抢险
救灾，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作出了巨大贡献。

谢伏瞻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主席就加强国防、军队及国防动员建
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学习贯彻力度，深

刻把握新时期国防动员工作的新使
命，深刻把握军民融合发展的新任务，
深刻把握国防动员改革创新的新要
求，进一步加强全省国防教育，进一步
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国防
动员能力建设，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
展利益作出应有贡献。希望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对河南的国防动员建设多
提宝贵意见建议，帮助我们把工作做
得更好。

盛斌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显著成绩表示由衷的赞赏，感谢
河南省委、省政府对国防动员和后备力
量建设的坚强领导、关心支持，并介绍
了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的基本情况。
他说，河南省委、省政府对河南省军区
和驻豫部队在国防动员、军民融合、基
础设施建设、官兵转业安置等方面给予
了大力支持，体现了很强的政治意识、
全局意识、国防意识，体现了对广大官
兵的真情关爱。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将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履职尽责，继续
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省委副书记邓凯，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李文慧，省军区司令员卢长健，
副省长王铁和省军区领导宋存杰、冷
志义、胡少平等参加会见。③6

谢伏瞻陈润儿会见中央军委
国防动员部部长盛斌

8 月 10 日，在国机重工（洛
阳）有限公司，刚下线的62台全液
压双钢轮振动压路机发车启运，批
量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此次出口的产品为该公司自主研
发的高端新产品，多项技术国际领
先。⑨2 潘炳郁 摄

自主创新
拓市场

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前不久，
驻马店市“晒”出的成绩单令全市上
下倍感振奋：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 669.67 亿元，同比增长 17.5%，
增速全省第一；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240.05亿元，同比增长9.3%，增
速全省第二。

全市干群深知：这是市委、市政
府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取得的丰
硕成果。

“驻马店是传统农业大市，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富民强市加快
崛起，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巧借外力调结构、促转型，实现经济
稳增长、保态势，为全市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8 月 9
日，驻马店市委书记余学友如是说。

着眼转型抓招商，让主导产业
“挑大梁”。驻马店市要求，对外招商
要重点瞄准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
集中力量引进一批旗舰型企业和龙
头型、基地型项目。着眼本市龙头企
业延链补链和产业配套，有针对性地
开展产业招商专项行动，推动产业集
群发展，致力形成“雁阵效应”。截至
目前，市、县联动，已派出200余支招
商小分队外出开展产业专项招商，已
签订符合主导产业要求的项目 66
个，总投资315.6亿元。

着眼转型上项目，让工业项目

“唱主角”。树立“工业强市”发展战
略，按照固定资产投资确保70%以
上是重点项目投资、重点项目确保
70%以上是工业项目“两个70%”总
体要求，实施稳增长保态势重大工作
专项，出台推进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意
见，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各种问
题，力促工业经济稳步增长。上半
年 ，234 个 市 重 点 项 目 完 成 投 资
373.7亿元，占年度目标的64%；其中
156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完成投资
234亿元，占年度目标的69%。全市
分两批集中开工项目 82个，总投资
371亿元，其中工业项目50个，总投
资203.4亿元。

着眼转型建平台，让农业优势
“成气候”。目前，全市共有6个产业
集聚区将农产品加工定为重点主导
产业，致力打造粮食、油料、肉食品等
10大类产业集群。“中国农加工洽谈
会”在驻马店已举办18届，借助这一

“国字号”平台，驻马店力推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转化增值，农业产业化集
群发展势头强劲。驻马店市市长陈
星介绍：“今年的大会将于9月6日至
8日召开。目前，已有 4000 多家企
业报名参会，其中有 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230多家境外企业。一批大
块头合作项目将签约落地，助推驻马
店农业转型发展。”③3

驻马店借开放之力促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屈芳 孙勇）8月 10
日上午，省长陈润儿赴新安县香江万
基铝业赤泥库滑坡现场察看险情，并
指导后续处置工作。他强调，要妥善
安置转移群众，切实完善应急预案，严
防次生灾害发生，确保库区下游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8月 8日 20时 40分，位于新安县
铁门镇的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
大沟河赤泥库坝体出现滑坡险情。险
情发生后，洛阳市、新安县迅速启动应
急处置预案，责成香江万基铝业立即
停止赤泥排放，并组织干部及时将库
区下游居住的306名群众及存在安全
隐患的大河沟片下游140名群众进行
转移。目前据初步核查，大坝滑坡宽
度100余米，流出赤泥200万立方米，
波及长度大约1.5公里，无人员伤亡。

在大沟河赤泥库，陈润儿先后深
入赤泥滑坡现场、赤泥坝和排洪沟实
地察看，详细询问险情发生后群众安
置、坝体加固进展、降雨排洪能力等情
况。在听取香江万基铝业负责人介绍
应急整改措施时，陈润儿指出，险情的
发生暴露出企业在“三废”处理上的安
全问题，教训深刻。要务必时刻绷紧
安全生产这根弦，“该花的钱一定要
花，该负的责一定要负”。对资源开发
利用和企业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问题
要综合考量，决不能以牺牲安全和环
境为代价换取企业的一时发展。

在听取洛阳市、新安县有关情况
汇报后，陈润儿对后续处置工作提出
了三点要求。

一是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
划定危险区域，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妥
善安置。要严守警戒线，防止无关人
员进入，防止转移群众回流。下一步
还要着力做好这一区域内群众集体搬
迁工作，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居住的安
全隐患问题。

二是迅速启动除险工程建设。要
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基础上，根据专
家会商意见，抓紧加高加固赤泥库坝
体和新建拦挡坝修建工程，并认真做
好坝体监测，安排专人进行24小时值
守，及时应对赤泥库大坝可能出现的
新险情。

三是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要
防止因降雨排洪加重大坝压力，加快
开辟新的排洪通道，引导因降雨形成
的地表径流排到库区外。同时，要坚
决防止因险情造成环境污染事故。

陈润儿最后强调，近期还可能出
现强降雨，当地部门要高度重视，提高
警惕，把情况考虑得更充分一些，将应
急预案做得更扎实一些。要举一反三
做好尾矿库的隐患排查工作，切实做
到防患于未然，防止因强降雨等极端
天气造成新的灾害。

副省长、洛阳市委书记李亚一同
察看。③7

香江万基铝业赤泥库
发生滑坡险情
陈润儿赴现场察看险情并指导后续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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