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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扶贫到了攻坚阶段，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易地扶贫搬迁是打赢

“三山一滩”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实施易
地搬迁脱贫，是对我省“一方水土养不了
一方人”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
改变原有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和生态环
境，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目标。

如何搬得出
黄河滩区是黄河河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受政策及防洪要求制约，工业项
目不能落户滩区，基础设施落后，农业
靠天吃饭。易地搬迁是滩区农民实现
脱贫的唯一选择。如何迈出滩区迁建
第一步，化解移民搬迁这个难题？

破解难题，事在人为。封丘县通过
推选迁建群众理事会，负责迁建人口认
定、选址认定、旧宅丈量方案……所有
过程张榜公示，取信于民。做到了公开、
公平，迁建难题不再难。

2014年，我省对受洪水威胁较大、
能整村外迁的14个村开展搬迁扶贫试
点，让几十万滩区百姓看到了脱贫的希
望。不单单在黄河滩区，自2003年起，我
省加大对“三山一滩”地区易地扶贫搬迁
工作力度。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共搬
迁深山区群众12万户、51.4万人。

只有易地搬迁，才能挖出“三山一
滩”地区的“穷根”。研究扶贫工作的河
南师大副教授李群峰表示，在实施过程
中，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搬迁群众个
人意愿，把握好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原
则，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户而宜。

怎样稳得住
“山高谷深一线天，吃水用电行路

难，危重病人干瞪眼，蹲山守穷一年
年。”这曾是地处伏牛山山区嵩县部分
农户的生活实景。

面对困境，嵩县对200人以下自然
村实施整体搬迁。在搬迁工作中，嵩县
顺应群众意愿，坚持实行“四集中”，即

向县城集中、向乡镇政府所在地集中、
向中心村集中、向旅游景区服务区集
中，通过整合多方资金，把道路、饮水、
幼儿园、卫生室等一次规划到位，实现
公共服务设施效益最大化。

易地扶贫搬迁，我省坚持与新型城
镇化相结合，创新投融资模式和组织方
式，逐步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
的大扶贫开发格局。“十二五”以来，我
省已累计向“三山一滩”贫困地区的社
会事业及农村交通、学校、医院等基础
设施建设投入740多亿元。

今年是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的开局之年，我省要完成9.7万人易地
扶贫搬迁任务，需要在精准上下功夫，
更加精准识别搬迁对象、精准确定安置
方式，确保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

咋样能致富
扶贫搬迁并非一“搬”了之，必须坚

持扶贫搬迁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与
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做到挪穷窝和换

穷业并举、安居与乐业并重。
搬迁，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辉县上八里镇回龙村地处太行山深山
区，扶贫搬迁后，村民下山住进新村，仅
从事森林旅游服务业的就有400余人，
人均年收入约2万元。

目前以“三山一滩”为重点的产业脱
贫在行动。各地把扶贫开发与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与
发掘农村资源、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结合起
来，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要办好并非易事。省长陈润儿在开封、
兰考调研黄河滩区脱贫攻坚时，对抓好易
地扶贫搬迁工作指出，对用地、资金等政
策，要按照中央、省里有关规定，该整合的
整合、该完善的完善、该创新的创新，力争
为搬迁群众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自古华山一条路，狭路相逢勇者
胜。精准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让我们和 43万多搬迁对象一起努力，
携手步入小康社会。③5

□本报记者 宋敏

8月 10日至11日，我省2016年首
批大众创业扶持项目面试评审会在郑
州举行，135个创业项目参加。与会专
家对如何创业，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专家有欣慰也有担忧
河南核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家辉感到很幸运。他的项目获得15万
元扶持资金。这个来自焦作的90后大学
毕业生创业者，此次演示的是他们自主研
发设计的一款智能可穿戴设备——蓝牙
骨传导耳机。“骨传导模式是由机械振动

带动脑骨骼振动，这款耳机无须耳塞，就
能让人听到声音。”王家辉说。专家组的
评价是“概念新颖，拥有一定科技含量，但
具体应用和目标市场还需要精准定位”。

对参加评审的项目进行了两天的
观摩之后，河南省跨城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董事长杜红超既感到欣慰也有
些担忧。欣慰的是，面试中，不乏一些
让人眼前一亮的、符合我省产业政策方
向的申报项目；担忧的是，个别项目存
在特色不足、商业模式不清晰，盲目跨
行业、多领域扩张等问题。

“创业不是发烧，更不是‘创伤’，
‘圈市场、强团队、探模式’缺一不可。”

杜红超说，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创
业的价值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其
次要有核心资源能力，再次要有相应的
业务系统和良好的盈利模式，最后还要
有一个让企业生生不息的现金流结构。

“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临颍县返乡农民工创业者董电立

带来的“幸福家园购物广场”项目，在技
术上并不算“高大上”，但因其具备产
品、服务、管理、运营等基本要素，并具
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潜在经济社会
效益较高，最终也得到了评审组的认
可，获得10万元扶持资金。

“本次参加评审的项目，涉及农业环
保多、返乡农民工创业多、新技术多，体
现了河南‘大众创业’的特点。”郑州大学
市场营销与地产系主任朱美光说。

“有些项目已经有了企业的雏形，
但要走得稳、走得远，还需要在品牌意
识建设、客户价值挖掘、营销模式创新
等方面多下功夫。”省科学院高新技术
研究中心副调研员张海军说。“大众创
业”要结出丰硕成果，政府扶持只是“扶
上马”，更关键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
种利益、资源相连接的市场化机制，高
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都
要共同参与“送一程”。②7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方
德铸 李季红）8月12日，记者从农发
行河南省分行获悉，农发行信贷支持
夏粮收购工作进展顺利。政策性收
购贷款投放量和收购量在托市收购
省份位居第一。

针对今年我省部分地区小麦
不完善粒较多的情况，农发行河南
省分行出台了重点支持最低收购价
敞开收购、积极支持政府贴息收购、
积极支持中储粮和地方储备增储轮
换等针对性措施，提高效率、改进服
务，较好地满足了各类收购主体的

资金需求，切实帮助粮农减损增收。
今年我省夏粮收购对农发行

的信贷资金需求约 360 亿元。截
至 8 月 10 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共投放夏粮收购贷款 248.03亿元，
支持收购小麦 201.44 亿斤，其中
托 市 收 购 等 政 策 性 收 购 贷 款
214.76 亿元，支持收购小麦 183.31
亿斤，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25.63
亿元、24.97 亿斤。政策性收购贷
款投放量和支持收购量占全国夏
粮托市收购的 42%，在托市收购省
份位居第一。③5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刘一宁）连
日来，河南20岁的小伙汪旺在广东东
莞制止不法分子扒窃遇袭身亡的英雄
事迹，在南粤大地引起广泛关注。8月
12日，共青团河南省委驻深圳工委负
责人赴东莞市看望慰问汪旺家人，并
追授汪旺“豫鹏好青年”荣誉称号。

汪旺是固始县段集镇乐道冲村
人，今年5月进入东莞市一家网络科
技公司工作。8月 9日晚上10点左
右，汪旺与一名男同事发现有两名小
偷正在偷窃路人的手机。汪旺随即
上前制止，被小偷用刀捅伤腰部，于

10日凌晨2点多抢救无效死亡。
汪旺的英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

起豫粤两地关注。东莞市委书记吕业
升批示：“汪旺同志挺身而出，见义勇
为，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事迹感
人；要大力宣传汪旺同志的英雄事迹，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青团河
南省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李若鹏评价
汪旺是“青年的楷模，中原的骄傲”。

“豫鹏好青年”荣誉称号是团省
委驻深圳工委授予在粤豫籍青年的
最高荣誉，2015年以来已有18人获
此殊荣。③6

搬出“穷窝”奔小康
——“精准扶贫河南攻坚”系列综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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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河南省自双色球上市
以来，就有双色球大奖福地之称，除频
出千万大奖之外，还售出亿元大奖四
次，位居全国首位。今年伊始，河南福
彩双色球一路高歌，无论是销量，还是
彩民获奖，都不断创造出优异成绩。
8月7日，双色球2016091期开出17
注 598万元头奖，我省郑州、南阳、濮
阳彩民揽入4注，再次点燃彩市。

机选有好运，郑州彩民领大
奖孝敬父母

8月8日，第2016091期双色球开
奖后次日，郑州大奖得主张先生便来
到省福彩中心兑奖，一同前来的还有
他的弟弟，在办理手续期间，张先生分

享了此次中奖经历。
“在郑州打工五六年了，平时没啥

爱好，就喜欢买彩票，下班业余时间，
到投注站，看看走势图，选号购买。”张
先生说，这次也不例外，当天在郑州市
第五大街与郑尉路口41010746号投
注站，他依然选择了购买双色球，研究
之后写了7注号码，由于灵感不佳，又
机选了5注，之后便回到家，当晚也没
关注开奖。

第二天上午上班时，张先生这才
想起来自己的12注彩票，便拿出彩票
兑奖。“首先是自己选的 7注，啥奖也
没中，感觉很扫兴，当核对机选的5注
时，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命中大奖
啦！598万元！”张先生说，他当时故

作镇定，第一时间请假并带上弟弟前
去领奖，同时还将好消息告诉了远在
新疆打工的父母。“当时，家人都不相
信中了大奖，经过解释，这才逐渐相信。”

问及关于奖金的用途时，张先生
直言，还未想好，幸福来得太突然。“先
把父母接回来，安度晚年，再把家里的
外债还了，其他的还没打算，也会进行
创业，但将来会捐助家乡的学校，作为
感恩和回报。”

中奖如做梦，濮阳彩民感恩
福彩双色球

昨天上午，第 2016091期双色球
我省最后一名头奖濮阳得主邹先生现
身领奖，其中奖彩票为一张“7+1”的
复 式 票 ，出 自 濮 阳 市 红 旗 路 中 段
41598602号投注站，共获奖金600万
元。

现场，邹先生开心地分享此次中
奖经历。“我觉得中大奖就是天时、地
利、人和，礼拜天那天休息，就去洗车，
趁着闲时，便去投注站买彩票，机选一
注蓝球为‘07’的‘7+1’复式票。”邹先
生说，当时销售员还特意提示他，上期
蓝球刚出过“07”，幸好坚持了一下，
否则也中不了一等奖。

（夏新 张琛星）

威力十足 好运再临
河南四位彩民机选中双色球头奖

我省举行大众创业扶持项目面试评审会，专家指出：

不要让创业变“创伤”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240多亿元

支持小麦收购200多亿斤

固始小伙在东莞见义勇为英勇牺牲

汪旺被追授“豫鹏好青年”
荣誉称号

与出生缺陷关系很大的致畸敏感期，是指对致畸作用
最敏感的胚胎发育阶段，即胎儿器官形成期。但科学研究
表明，出生缺陷形成的时间并非仅发生在致畸敏感期，而
是从配子发生至分娩的各个时期。

1.配子发生过程与受精期。配子是生物进行有性生殖
时所产生的性细胞。配子发生和受精过程中，受到外界因
素的不良影响，可以造成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等。

2.植入前期和植入期。即受精后2周以内的时间，以28天
的月经周期为标准，从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计算，相当于末次月
经之后的第三周初至第四周末。实际上，这段时间虽然不造
成器官的畸形，但是受到生殖毒性物质的影响，也会造成
流产风险，或降低宝宝的健康素质。

3.致畸敏感期。从末次月经算起，在受精后3—8周，这
个时期是胚胎器官的快速形成期，对致畸最为敏感，这段时
期又称“致畸敏感期”，大体上来说，也就是怀孕的前3个月。

4.胎儿期。怀孕3个月后，胎儿的主要器官系统趋于完
整，对于生殖毒性物质的影响有了抵抗力，畸形发生率较低
而且程度较轻。从第4个月开始，胎儿进入迅速生长阶段。
胎儿生长受阻有可能造成变形，比如子宫内的羊膜带，甚至
子宫肌瘤等，都可能使胎儿局部发育受阻。到了孕中晚期，
胎儿各器官的形态、结构已基本发育完成，受损后，不再产
生畸形，但会影响胎儿的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缺陷。

5.分娩期。分娩期导致的出生缺陷主要是由产伤导致
的。自然分娩发生产伤的概率要高于剖宫产发生产伤的
概率。③7 （本报记者 王平 整理）

出生缺陷并非仅
发生在致畸敏感期

日前在宁夏举行的2016年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上，郑州一
中航模队荣获3项个人冠军。该锦标赛是国内面向中小学生的最高级别航
空航天模型比赛。图为8月9日郑州一中学生在比赛现场。⑨2 秦俊伟 摄

优生优育 提高人口素质

（上接第一版）相关部门在及时回应
的同时，应将有关情况和线索移交
公安机关、网络监管部门依法依规
进行查处。

《通知》要求提高政务舆情回
应实效。对涉及特别重大、重大突
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
及时发声，最迟应在 24 小时内举
行新闻发布会。对其他政务舆情
应在 48 小时内予以回应，并根据
工作进展情况，持续发布权威信
息。回应内容应围绕舆论关注的
焦点、热点和关键问题，实事求是、
言之有据、有的放矢。通过召开新

闻发布会或吹风会进行回应的，相
关部门负责人或新闻发言人应当
出席。对出面回应的政府工作人
员，要给予一定的自主空间，宽容
失误。

《通知》强调要加强督促检查和
业务培训。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政务
舆情回应制度、回应机制、回应效果
为重点，定期开展督查。进一步加
大业务培训力度，利用2年时间，对
国务院各部门、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政府分管负责同志和新闻发言人轮
训一遍。《通知》还明确了建立政务
舆情回应激励约束机制。

8月11日，虞城县乔集
乡刘楼村村民刘世田在自家
院子里展示拿手绝活“火
伞”。刘楼村是远近闻名的
“杂技村”，村里 1400 多口
人有 800 余人从事杂技表
演及相关产业，有25个杂技
团体、100 多杂技专业户。
多年来，村民们凭借精湛的
技艺，走南闯北谋营生。今
年，该村被省文化厅命名为
“河南省特色文化村”。⑨2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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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秀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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