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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9 月 13
日，2016“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省委宣传部、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等
单位有关领导参加启动仪式。

作为我省弘扬河南人精神的重
要文化品牌，从 2005年开始，“感动
中原”活动已成功举办了 11届。11
年里，“感动中原”活动深入挖掘我省
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人物，树
立了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学习榜样：“陇海大院”、胡佩
兰、施一公、李文祥、裴春亮、洪战辉、
谢延信、李连成等百余位先进人物和
英雄群体，不仅是河南人的骄傲，也
是中国精神的践行者。其中，百岁仁
医胡佩兰、郑州“陇海大院”集体、卖
唱救孤艺术家王宽等还成功当选“感
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据介绍，今年的评选方式仍延续
往年的做法，按推荐、初评、公示投

票、终评、表彰五个阶段进行。推荐
方式分为组织推荐、群众推荐和个人
自荐。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委宣
传部、省直各单位按评选条件向活动
组委会推荐候选人，名额不限。群众
推荐和个人自荐的人物可由当地所
在社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等直接
向组委会推荐。河南籍个人或由河
南籍个人组成的集体均可参与评选，
非河南籍人士，只要与河南有较大关
联，事迹突出，影响面广，充分体现河
南人文精神的个人或集体亦可参与
评选。

即日起，您可通过以下方式向组委
会推荐令您感动的人和事。1.拨打电
话：0371-65605232。2.发送邮件至：
hngandongzhongyuan@163.com。
3.邮寄材料至：郑州市花园路 18号，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感动中原”组
委会。4.微博编辑人物事迹@感动中
原。③4

为增强城市居民的国防观念和
防空防灾意识，提升对人民防空警报
音响的识别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有关规定，经省政
府同意，定于 2016年 9月 18日上午
10时 00分至 10时 31分在全省范围
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活动。

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
报、解除警报三种：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24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试

鸣两个周期；空袭警报鸣 6 秒、停 6
秒，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试鸣两个
周期；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分钟，试
鸣一个周期。每种警报间隔5分钟，
共31分钟。

望广大市民听到人民防空警报后
不要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特此公告。
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2016年9月13日

□本报记者 谭勇

随着国家和建筑业行业主管部门
出台的改革政策密集如雨，行业新生
态在“大破大立”中逐渐形成，行业“深
度洗牌”的风潮已经到来。

我省建筑业发展情况如何？有哪
些新特点？面临哪些新问题？9月 13
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最新发布的《河
南建筑业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我省建
筑业面临问题不容忽视，仍需通过全
面深化改革建设建筑强省。

企业“走出去”有成果

受宏观经济影响，2015年全省建
筑业总产值保持小幅增长态势，共完
成建筑业总产值8047.65亿元，比上年
增长1.7%，但增速较2014年下降11.3
个百分点。建筑业增加值持续增长，
但对经济增长拉动有所下降。

值得注意的是，我省建筑业在国
际市场稳步发展，“走出去”战略取得
一定成果。2015年，全省建筑业企业
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新签合同额
43.35亿美元，增长 2.5%；完成营业额
48.31 亿美元，增长 2.6%；外派劳务
70243人次，增长0.8%。

郑州洛阳继续“领跑”

2015年，郑州、洛阳继续领跑全省
建筑业，两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占全省

比重达到49.2%。其中，郑州共完成建
筑业总产值2699.68亿元，占全省总产
值的比重达到33.5%，位居榜首。有6
个省辖市和7个省直管县地区产值增幅
超过全省平均增长。在18个省辖市中，
信阳增速达到17.3%，位居全省第一。

报告揭示出，全省各地区固定资产
投资与建筑业总产值增长的关联性差
异较为显著。从固定资产投资与建筑
业总产值排名来看，郑州、洛阳、信
阳、永城等地投资与建筑业总产值排
名基本一致，表现出二者较强的联动
性；安阳、新乡、驻马店、商丘、周口等

地建筑业总产值排名超过投资排名，
表明其对投资的依赖性较小，南阳、许
昌、濮阳、平顶山、巩义等地受投资的
拉动较弱。

迈向建筑业强省任重道远

我省建筑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如
企业利润降低。2015年全省总承包及
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341.01
亿元，比上年下降13.0%，增速比上年
下降了38.4个百分点。

2015年全省按建筑业总产值计算

的劳动生产率为 287718 元/人，增速
比上年下降4.0%，减少了12051元。

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
加大，以及拖欠工程款问题依然严重，
我省从建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迈进仍然
任重道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建筑业将由传统建筑市场
的建造能力竞争迈入资本竞争时代，
必然出现“强者恒强”的格局，我省将
通过全面深化建筑业改革、加快技术
创新步伐、强化政策支持、优化建筑市
场环境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从建
筑大省向建筑强省迈进。②8

□本报记者 李英华
本报通讯员 张光杰

“金叶”点亮脱贫路

9月 10日，洛宁县小界乡卫洼村，
山区初秋的清晨已有了微微的凉意。
硕大的烟叶绿里透黄，边缘略卷，正是
采摘的好时候。卫新生熟练地摘着烟
叶，黝黑的面庞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老卫家里的老人伤残，唯一的儿子又
是脑瘫，一家六口因此返贫。村里帮
着把他家的地流转给合作社，两口子
给种烟大户打工，每天有一百多元的
收入，家庭生活有了保障。

小界乡乡长胡海延介绍，2013年
该乡建起了“万亩优质烟叶示范基
地”，去年产值达到 3500 万元、税收
700万元。乡里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形式，采取托管帮扶模式将土地
流转给种烟大户经营，烟田收益按比
例分成，从而可以稳定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卫洼村现在就只剩下4户贫

困户，今年年底也将全部脱贫。
卫洼村通过烟叶脱贫，是洛宁“金

叶”产业扶贫项目的一个缩影。作为
国家级贫困县，该县在全省53个贫困
县考核评价中名列前茅。县委书记张
献宇说，优异的成绩离不开“金叶”、

“金果”、“金牛”、“金鸡”四个产业扶贫
项目的积极推进。

沉甸甸的“金果”压枝头

上戈镇里石头村，占地5000亩的
洛宁海升现代矮砧苹果示范园里，从
荷兰引进的矮砧密植苹果只有一人多
高，红彤彤的苹果伸手可得，咬上一
口，又脆又甜。

洛宁海升现代农业公司总经理杨
永 锋 说 ，传 统 的 苹 果 一 亩 只 能 种
40-50 棵，而矮砧密植品种能种 200
棵，而且当年种植当年就能挂果，3年
进入丰产期，亩产 5000公斤左右，每
亩纯收入超过 5000元。洛宁与全球
最大的浓缩果蔬汁生产加工企业——
陕西海升集团签订协议，计划投资2.5

亿元，在素有“中原苹果第一乡”之称
的上戈镇建成一万亩现代矮砧苹果示
范园，并对当地农民免费培训先进的
生产技术。

除了苹果，“金果”还有核桃、油用
牡丹等，该县30万亩的林果种植面积
直接带动了3860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金牛”“金鸡”来助力

“金牛”产业脱贫项目中，圣阳牧
业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县畜牧局对公
司进行补贴，帮助购买了饲料混合搅
拌机，并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一方面对
贫困户进行养牛知识培训，另一方面
整合扶贫资金从公司购买小牛，免费
发放给苇山村的70户贫困户。公司与
农户签订协议，提供技术、防疫等方面
的服务，并负责回收母牛繁殖的小牛，

农民增收有了稳定的来源。目前该县
有各类规模养殖场 500多家，在优质
肉牛养殖方面成效突出。

“金鸡”扶贫指的是该县与北京德
青源公司合作，在全省率先探索资产
收益扶贫。项目总投资 3.63亿元，德
青源公司出资 1.13亿元，县农投公司
以财政扶贫资金作为资本金向农发行
申请贷款2.5亿元，通过资产收益模式
将扶贫金量化入股，形成资产。企业
每年按照固定资产投资10%的利润率
返还，农投公司除还本付息外，获得的
净收益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分红或统
筹，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增收渠道。

有了产业支撑，变输血为造血，贫
困群众才能走上稳固长效的脱贫之
路。洛宁在探索产业扶贫、精准脱贫
之路上，结合地方要素特质兴办脱贫
产业，四朵“金花”娉婷绽放，做出了有
益的尝试。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袁楠）9月 13日，省商务厅召开会议，
传达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农村及
偏远地区加油站建设 确保成品油市
场供应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精神。记者从会上获悉，年底前
我省将确保完成农村及偏远地区加
油站建设1500座，争取完成2000座
正规加油站的投入运营。

据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介绍，大
气污染防治攻坚战以来，我省打击黑
加油站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黑站
点、劣质油泛滥问题得到了有效遏
制。截至目前，全省通过新建和规范
改造新投入运营加油站350个（其中
新建60个），另外还有94个已开工建
设，373个已规划布局到位，月底前完
成 500座新投运加油站任务指日可
待。统计数据显示，正规加油站空白
乡镇已由206个下降到146个。

据介绍，商务部门在符合国家政
策的前提下，将简化审批程序，为目
前尚无正规加油站的乡镇申请建站
开辟“绿色”通道；加快农村地区柴油
单品加油站（点)升级改造，符合条件

的，不占用规划指标，随时受理、限时
办结。

同时，全省范围内将强化市场
监管。县级及以上政府对本地成品

油监管工作负总责，建立健全市场
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部门间信息
沟通、协调配合，防止此次打击的无
证无照加油站(点)死灰复燃。另外

还要进一步规范成品油经营行为，
坚决打击垄断、倾销及伪劣油品扰
乱市场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场
经营秩序。③5

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6“感动中原”十大人物
评选启动

关于组织“9·18”全省人民防空
警报试鸣活动的公告

《河南建筑业统计分析报告》发布，总产值增加但企业利润降低

向建筑业强省迈进任重道远

我省农村年底前
建成油站1500座

产业脱贫之路绽放四朵“金花”

9月12日，洛河两岸绿树成荫。洛阳市对扬尘污染、工业大气污染、机动车污染等七大污染源开展精准治理，大气
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董娉）9月 13日，
记者从郑州地铁运营分公司获悉，为
迎接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郑州地
铁提前准备，制订专项保障方案，多
措并举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 1、2号
线运营组织工作平稳有序。

据悉，为应对节假日期间出现的
大客流，郑州地铁控制中心将实时监
测客流，适时组织备用列车上线运
营。1、2号线在14日早晨7时至晚上
20时左右按高峰时段行车，全日增开
列车44列次；15日至17日期间加大

运力投入，每日增开列车16列次。
放假期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

商圈购物的市民较多，根据客运组织
需要，适时加开人工售票窗口满足乘
客购票需求。根据以往客流规律，运
营分公司已提前在 1号线配发预赋
值单程票18万余张，2号线配发预赋
值单程票20余万张。

此外，针对紫荆山换乘站可能出
现的大客流，运营分公司在换乘通道
处增派工作人员进行客流引导，确保
乘客安全有序换乘。③4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13日，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消息，中秋假
期我省高速公路不免费通行，假期间
道路客流将以中短途自驾出游和回家
探亲为主，集中表现为私家车出行增
多，景区交通流量将骤增。当日，高速
警方公布中秋假期出行七大易堵路
段，司机朋友请选择合理出行路线。

易堵点一：郑尧高速郑州 19—
21公里施工路段及始祖山隧道段。
警方建议，从郑州到南阳方向车辆提
前绕行郑少高速转焦桐高速通行，也
可走107国道通行。

易堵点二：兰南高速平顶山至方
城段。警方建议，可提前走311国道
或者绕行郑少高速转焦桐高速通行。

易堵点三：京港澳高速郑州新郑
和圃田段。警方建议，可提前绕行郑
州机场高速或走107国道、四港联动
大道绕过以上路段再上高速；前往机

场乘坐航班的群众，可乘坐城际铁路
直达机场。

易堵点四：京港澳高速刘江黄河
大桥段。警方建议，如遇车辆拥堵，可
提前走连霍高速转郑云高速，再转到
郑焦晋高速或长济高速绕过此路段。

易堵点五：连霍高速郑州巩义段
627 公里东向西隧道路段。警方建
议，在该路段行车时切忌随意变更车
道，一旦发生剐蹭事故极易拥堵。

易堵点六：南林高速安阳水冶至
林州豫晋省界段。警方建议，到林州
的车辆可从京港澳高速鹤壁站提前
下站走 302 省道转 226 省道或者提
前从辉县绕行到林州。

易堵点七：二广高速南阳豫鄂省
界站向湖北方向。警方建议，因207
国道湖北段道路改造，国道上通行的
车辆汇入高速公路，请提前绕行焦桐
高速。③3

关注中秋出行

郑州地铁全力保障市民出行

高速警方公布七大易堵路段

本报讯（记者 李铮 吴曼迪 通
讯员 肖熊）9月 13日，随着现场指挥
一声令下，郑万高铁河南段首榀箱梁
缓缓落在新野境内刁河特大桥上。
首榀箱梁的成功架设，标志着郑万高
铁河南段进入全面架梁施工阶段，建
设全面提速。

郑万高铁河南段新建桥梁 73
座，累计长度303.217公里，占线路总
长的86%，桥梁比例高，架桥任务重。

箱梁就像被架起的路基，其品质
将决定列车能否保持高速平稳运

行。对此，制梁要经过钢筋加工、混
凝土灌注、梁体养护、模板作业等多
道工序，每一道程序都有严格标准。
此次首榀箱梁架设成功后，将从新野
南、新野北和邓州三个制梁场同时进
行架梁作业，预计该标段2017年 10
月底完成全部桥梁架设任务。

郑万铁路河南段北起郑州东站，
途经我省郑州市、开封市、许昌市、平
顶山市、南阳市，南至豫鄂省界，今年
4月全线开工，目前各项工程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中。③4

郑万高铁河南段
首榀箱梁成功架设

我省建筑产业发展现状

2015年实现增加值

2160.33亿元

在国民经济各行业
中列第4位

产业贡献率达4.9%
比2014年 1.5个百分点

全省建筑业利润降低是为啥

2015年建筑业总产值

8047.65亿元 比2014年 1.7%
增速 11.3个百分点

2015年实现利润

341.01亿元

比2014年 13.0%
增速 38.4个百分点

产值利润率下降，但产值利
税率增长

2015年产值利润率为4.2%
比上年 0.8个百分点

产值利税率达7.7%
比上年 4个百分点

比2014年 7.8%
占全省生产总值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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