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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 ●● ●●

□本报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松

8月 10日，《河南省参与建设“一
带一路”2016年工作方案（讨论稿）》
（以下简称《方案》）出炉。从内容看，
《方案》从多方面想招发力，形成参与
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大合力。

形成合力，建设重点项目

目前，我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
的目标、任务、分工都已经明确，关键
是要抓好落实。《方案》指出，要建立部
省联动机制，积极与国家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沟通衔
接，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配合国家
编制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规划，把
郑州、洛阳打造成新亚欧大陆桥经济
走廊示范节点城市，把开封、商丘和三
门峡打造成重要节点城市。

“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贯
穿欧亚大陆，总人口约44亿。《方案》指
出，对这些与我省经济发展互补性强、
合作交流潜力大的国家，要积极展开
国际产能合作。要梳理我省参与建设

“一带一路”项目清单，建立我省参与
建 设“ 一 带 一 路 ”项 目 储 备 库 。
加强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建设，加强豫
塔矿业产业园、宇通产业园、乌克兰产
业园、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产业园
等境外合作园区建设，争取更多国内、
省内企业入驻园区。

加强交流，打造合作平台

我省已经成为全国指定口岸最
多、种类最全的内陆省份。《方案》要
求，要加快建设进境粮食指定口岸和
国际邮件经转口岸，实现全省口岸、特
殊监管区域、有关园区之间的互联互
通。

要研究设立河南省参与建设“一
带一路”专项投资基金，专门用于支持
我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争取设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河南省分
行。同时，争取国家尽快批复中国（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方案》指出，要构建连接全球的
重要枢纽机场和主要经济体的空中丝
绸之路。加快机场二期配套工程建

设，开工建设北货运区，开通郑州至悉
尼、东京、阿布扎比等国际货运航线，
力争开通温哥华、巴黎等洲际客运航
线。

打造中欧（郑州）班列品牌，畅通新
亚欧大陆桥陆路通道。新增终点站及
韩国、日本、俄罗斯、白俄罗斯、北欧等
国家和地区的集疏网络覆盖站点，开通
郑州经土耳其至卢森堡的南欧线路。

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争取
郑州经开区、鹤壁、洛阳、新乡等综合
保税区和商丘、郑州国际陆港等保税
物流中心（B型）获批。

深挖潜力，增进人文交流

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
化传承、人员交流等方面有着深厚的
渊源。《方案》强调，要借助这一优势，
深挖合作潜力。

加强政府间科技合作与教育交
流，开展与沿线国家的技术对接与合
作，抓好面向中亚五国的现代农业技
术集成、输出，推动我省优势产业与技
术输出；争取郑州大学与俄罗斯莫斯
科国立大学、河南大学与白俄罗斯国
立大学合作举办的硕士研究生层次合
作办学项目获批。

建设丝绸之路文化旅游产业带，力
争开辟郑州至卢森堡客运航线，推进河
南与欧洲申根国家的旅游合作，争取国
家支持开展72小时过境免签。③7

参建“一带一路”河南想招发力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小
松）8月 10日，我省参与建设“一带一
路”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郑州
举行，副省长赵建才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研究审议了《河南省参与建
设“一带一路”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
和议事规则》《河南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
和工作规则》《河南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2016年工作方案（讨论稿）》，
并对下一步我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赵建才指出，参与建设“一带一
路”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推动形成我省全方位对外开放新
格局的重大战略举措，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近年来，我省参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产业合作、经贸往来、人
文交流日益密切，参与建设“一带一
路”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赵建才强调，我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工作的目标、任务、分工已经明
确，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尽快形成示范
效应。各级各部门要协调联动、共同
推进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凝聚
起全省上下一盘棋的强大工作合力，
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③3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实习生 卢
小松）8月 10日，我省参与建设“一带
一路”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由省委副
书记、省长陈润儿任组长，副省长赵
建才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省发改委。

我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统筹指导全省参与建
设“一带一路”相关工作，研究审议重
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和年度
重点工作安排，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
大问题。具体工作包括统筹协调河
南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对内对外
工作，审议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

项目、重大宣传和年度重点工作安
排，指导各专项规划编制和方案实
施；协调指导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向省
委、省政府提出河南省参与建设“一
带一路”的决策建议；督促检查河南
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进展和重大
事项、主要政策落实情况；积极争取
国家支持；强化战略谋划，研判国内
外形势，做好重大问题研究等。

据了解，领导小组成员由25个单
位负责人组成，因工作变动等需要调
整的，由其所在单位向领导小组办公
室提出，报领导小组组长批准。③3

形成强大合力 推动对外开放参建“一带一路”领导小组成立

本报讯（记者 谭勇）8月 10日，记
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全省大气污染防治
攻坚战打响之后，截至7月底，我省共检
查建筑施工场所10693个，对扬尘污染
防治不力建筑工地累计罚款1095万元。

攻坚战打响之后，省住建厅先后组
织13个督导检查组，深入郑州、鹤壁、濮
阳、安阳、商丘、焦作、周口、漯河等市暗
访暗查，对没有落实好“六个到位”、“六
个百分之百”、“两个禁止”的企业和项
目负责人，一律曝光、一律记不良记录、
一律停工整改，并对督办的251项工程
项目扬尘污染问题整改及处理情况予
以媒体通报。

截至7月底，全省各地累计组织检查
3213次，检查建筑施工场所10693个，对
企业记不良记录164个。截至目前，全省
已有6736个施工工地达标，占全省在建
工程项目总数的 63%。从 8月 9日起，
省住建厅分赴各省辖市和省直管县
（市），对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大气暨
扬尘污染治理情况进行督查。③6

治污不力工地
被罚1095万元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8月 10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
解到，我省 7月份进出口总值 316.2
亿元，同比（下同）增长8.8%，环比连
续 3 个 月 保 持 增 长 。 其 中 ，出 口
174.4亿元，增长2.6%；进口141.8亿
元，增长 17.5%，增长率创去年 12月
以来新高。

从海关数据看，今年前 7个月，
我省进出口总值 2115.1 亿元，下降
8.9%。其中出口 1244.9 亿元，下降
6.8%；进口 870.2 亿元，下降 11.8%。
受 7月份增长影响，进、出口降幅分
别比上半年收窄 1.3个和 4.1个百分
点，回稳向好趋势明显。

据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美
国、欧盟、韩国为我省前三大贸易伙伴，
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迅猛。前7个月，对

美国进出口375.5亿元，下降32.2%；对
韩国进出口240.5亿元，下降11.5%；对
欧盟进出口294.4亿元，增长80.1%。

民营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降幅明显。前7个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580亿元，增长6.1%，
占同期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27.4%；
我省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311.3亿
元，下降16%，占总值的62%。

另外，机电产品是我省主要进出
口商品，农产品出口增长较快。出口
方面，前 7个月，我省出口机电产品
840.5 亿元，下降 7.2%。此外，农产
品出口 75.9 亿元，增长 21.9%；服装
出口32.4亿元，增长14.4%。进口方
面，前 7 个月，我省进口机电产品
646.1亿元，下降16%；电话机（手机）
进口68.1亿元，增长47.3%。③3

7月份我省外贸回稳向好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8.8%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孙勇）8月
8日 20时 40分，位于洛阳市新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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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泥滑坡
险情。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及
时启动应急预案，险情正在有效排
除，下游群众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得
到妥善安置，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险情发生后，省委副书记、省长
陈润儿，副省长、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作出指示，并赶赴现场查看险情，看
望受灾群众。洛阳市、新安县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成立排险工作领导小
组，责成香江万基铝业公司立即停止
排放，同时将库区下游村庄居住的
446名群众全部及时安全转移、妥善
安置。当地抽调120名公安干警，在

赤泥库外围区域设置警戒线，禁止无
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域，防止发生人员
回流。

针对此次险情处置，洛阳市主要
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迅速启动拦挡坝
建设、粉煤灰库加高加固等除险工程
建设，避免次生灾害发生。二是做好
极端天气的应对准备，防止强降雨等
极端天气造成新的灾害。三是妥善
处理好企业生产问题，在确保安全的
基础上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四是
成立事故调查组，查清原因、区分责
任，以便依法依纪处理。

目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中钢
集团等单位的安全、环保专家已到达
事发现场，指导排险、除险工作，整个
除险工作正在快速有序推进。③7

新安一公司赤泥库
滑坡险情正有效排除
446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无人员伤亡

8月10日，南阳市温凉河两岸绿树成阴，花草吐芳。该市以内河治理为重点，并采取多项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目前，该市的梅溪河、三里河、汉城河综合治理工程也已启动建设工作，年底前可以基
本完成这4条河的截污整治任务。⑨2 崔培林 摄

据新华社郑州8月8日电 已经
过去两个多月了，那串血脚印仍然依
稀可辨，它牢牢粘在水泥路面上，从
楼前延伸到巷口，有 50多米远。这
脚印的背后，是一个草根英雄的故
事，英雄名叫王锋，已经在病房里躺
了80多天，至今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华村，一栋三
层民宅被房东维修、粉刷，新的租户
已开始入住。然而，大门上漆黑的门
框，楼梯上被烟熏的扶手，仍记录着5
月18日凌晨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着火了，快救人！”王锋顾不上穿
衣服，打开楼门大喊。一次、两次、三次
王锋义无反顾冲进火海，叫醒沉睡中

的人们。妻子潘品想拦，却没有拦住。
在这座失火的三层小楼内，除王

锋外，其余20多人，无一人受伤。他
最先发现火情，离出口最近，却烧得
最重。邻居顾学文逃出家门，看到的
是这样的王锋：一个“黑炭”从火中跑
了出来，全身皮肤都烧焦了……

那串血脚印的背后……
——记三次勇闯火海救人的南阳小伙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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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海关
特殊监管
区建设

争取郑州经开区、鹤
壁、洛阳、新乡等综合保
税区获批。

加快机场二期配套工
程建设，开通郑州至悉尼、
东京、阿布扎比等国际货运
航线。

构建空中
丝绸之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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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新亚
欧大陆桥
陆路通道

新增终点站及韩国、日
本、俄罗斯、白俄罗斯、北欧
等国家和地区的集疏网络覆
盖站点。

制图/张焱莉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徐宏星）8月10日上午，由焦作市委、
市政府主办的《维和勇士 怀川赤子
——申亮亮烈士英雄事迹报告会》在
温县太极文化国际交流中心举行。

报告会上，申亮亮烈士的父亲申
天国、姐姐申海霞，申亮亮生前所在
部队第16集团军某工兵团政治处主
任万鑫，申亮亮的战友、温县老乡申
雪锋，申亮亮家乡温县温泉街道西南
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东
兴，焦作广播电视台申亮亮事迹报道
小组成员王亦宸等6位报告团成员，

分别结合各自的亲身经历，用朴实的
语言、生动的事例，从不同侧面、不同
角度讲述了申亮亮烈士的英雄事迹
和高尚品德。台上深情讲述、哽咽难
平；台下泪光盈盈、掌声如潮。

英灵回眸应笑慰，身后自有擎旗
人。报告会后，与会者纷纷表示，要
以英雄为榜样，把对英雄的追思和怀
念，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工作，转化为
拼搏进取的力量，昂扬斗志，扎实作
风，开拓进取，为焦作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
作出积极贡献。③6

申亮亮烈士事迹报告会举行

8月8日，郑万客专七峰山隧道开工建设。该隧道位于方城县拐河镇，为
郑万客专第一长隧道，总工期18个月，计划2018年2月完工。⑨2 倪崇 摄

（上接第一版）这一平台的各种数据信
息中，有贫困劳动力信息数据库，有企
业的岗位信息，还有各种政策和社会
保障信息。贫困劳动力来到这里，可
以得到从提供岗位信息到安排技能培
训，从实现岗位就业到跟踪维护权益
的一条龙就业援助服务。

量身打造，让贫困劳动
力精准就业

贫困劳动力状况千差万别，实践
证明，只有针对每个贫困家庭量身定

做不同的就业方式，才能够真正实现
脱贫。各种不同的精准就业方式，正
在各地被“挖掘”出来：

“走出去”，外出务工挣钱。这一
就业方式适合家庭无后顾之忧，有技
能的年轻人。但“走出去”也需政府主
动、积极进行帮扶。各地正积极探索
广开门路，构建就业“立交桥”，多途径
帮助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几年
前，西华县有一批人到浙江杭州开出
租车，赚钱不少，县政府捕捉到这一信
息后，及时在杭州成立了办事机构，建

立起西华县与杭州联系的桥梁，吸引
越来越多的当地人走出去。目前，有
4000多西华人在杭州开出租车，并以
良好的信誉和踏实能干的敬业精神，
形成“西华的哥”的金字招牌。

“引进来”，把企业引到家门口带动
就业。太康县老冢镇刘寨村通过招商
引资，河南大用集团在当地新建一个大
型养殖基地，村里130多名贫困劳动力
得到就业岗位，同时可以兼顾种地。

“稳下来”，通过“企业+农户”、家庭
作坊等，使不能外出务工的实现居家灵

活就业。我省实施的“巧媳妇工程”，带
动一大批妇女在家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拿出来”，把公益性岗位专门拿
出来，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贫
困家庭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一些诸如
绿化、清洁等类的公益岗位，使得年龄
较大、身体偏弱的贫困人口都可从事。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脱贫之
要。不久前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
省 430 万贫困人口中未务工的占七
成，转移就业的空间巨大，只要真抓实
干，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形成合力，
多想办法，多创模式，一定会让越来越
多的贫困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实现脱
贫，创造美满的幸福生活。③3

转移就业转出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