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河网记者 申华

今年是河南省脱贫攻坚的“首战之年”。
1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扶贫先扶志 卢
氏村民杨树春一条腿蹚出脱贫路》，介绍了河
南省三门峡卢氏县村民杨树春身残志坚，脱贫
致富的事迹。网友表示：“要决胜全面小康，让
中原更出彩，就要勇于向贫困宣战！”

扶贫不是扶懒

大河网网友“西区珂珂”：扶贫需有原则

和底线，贵在扶志和鼓励勤劳者，让崇尚勤劳

和鄙视懒惰成为社会风尚，扶贫不是扶懒。

@头上有亩田：人穷志不穷，有志气的穷

人需要帮助，但懒惰的、毫无上进心的“穷人”

不是穷，而是社会的寄生虫。

有志气才能褪“穷气”

大河网网友“流云羽翼”：所谓“志”，我认

为，一是要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二是要懂得

感恩，将爱心传递，并立志回馈社会。

@默然：只要有信心，黄土变黄金！有志

气才能褪“穷气”。

扶“志”是授人以渔

@西域行者：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先

解决思想上的懒惰问题，循序渐进辅以劳动

技能和知识，这才是正道。

大河网网友“药草香”：如果没有脱贫致

富的智慧，只一味埋头盲干，也很难致富。使

贫困者掌握致富的方法，树立起信心，让他们

永不返贫。

一人致富，带动乡亲脱贫

今年 29岁的卫飞舟出生在卢氏县东明
镇江渠村，由于双腿残疾，走路要靠双拐。“当
生命陷入孤独黑暗的时候，只有自己才能点
亮心灵的灯塔。”卫飞舟没有自暴自弃，2007
年，年满20岁的他经县残联资助到郑州学习
计算机并考取了计算机二级资格证，2008年
他开始创业做电子商务。2015年卢氏县被
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后，卫飞舟回到家乡开始带领乡亲们做电
商。目前，他创办的飞舟农都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已培训 1000 余名卢氏农民，带动全县
500余个贫困户开设了网店，每家网店月可
盈利1000到30000元。

自己奔出贫困线，甜！

来自长垣县蒲东区姬庄村的牛令军是当
地的贫困户，家里6口人，上有年迈的公婆，下

有还在上学的两个孩子，丈夫因生过大病而无
法承担重体力活。虽然生活压力巨大，但牛令
军还是认为不应当全靠政府兜底。今年7月
份，她听说长垣县当地的集装箱高效养殖扶贫
项目正在招工，就通过面试进入该厂开始工
作。在入职培训过程中，牛令军不但掌握了养
殖鱼产品的工作技能，在厂里组织的各项技能
培训评比中也一直名列前茅，通过不懈的努
力，目前她一个月能挣3000元钱，家里两个孩
子上学的开销不用愁了，公公婆婆看病的钱也
有了，家里生活有了起色。她尝到了靠自己双
手改变贫困现状的甜头。

卢氏：不等不靠往前赶

11 月 13 日，卢氏县委常委、统战部长、
扶贫办主任郭军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
扶贫工作中，我们积极发现、培养、宣传脱贫
致富的先进典型，弘扬自强脱贫的正能量。
今年年底，我们计划在全县的贫困户中选出
100名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树立先进典
型，引导大家向榜样学习。”不仅如此，卢氏
县在乡村两级群众干部中树立“不等不靠”
的理念，鼓励大家“往前赶”。在扶贫项目的
安排上，优先安排那些规划做得好、工作扎
实的项目。

长垣：扶贫有保险，放手去干

除了“长垣特色”的集装箱养鱼项目，目
前长垣县的扶贫工作也有了新的突破。11月
12日，长垣县扶贫办副主任王勇锋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之前对于一些扶贫项目，很多贫
困户都持有观望态度，怕风险，怕赔本。现在
我们当地正在采取给贫困户做保险的模式，
激发他们‘我要脱贫’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
以投资额千分之二的比例再次投保，如果项
目赔掉，保险公司可直接保本，这样贫困者也
能放手去干！”

信心是脱贫的根本动力

“脱贫，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要有自信
心，要用双手干出来！”11月 12日，河南省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导致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扶贫应多策
并举。

谷建全认为，目前我省贫困户脱贫主要是
通过三个渠道解决，一是“止血”，防止因病致
贫、因灾致贫；二是“造血”，让他们掌握基本的
谋生手段，自己能挣钱；三是“输血”，对失去劳
动能力、无法自救的要靠社会保障兜底帮扶。
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增强“造血”功能，这样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扶贫工作首先要解
决思想观念问题，树立战胜贫困的观念和信
心，有了信心，脱贫才有了根本动力。

□大河网记者 王佳

河南省成为第二批获批建设国家级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的省份之一后，“云计算、大数
据”成为近日河南各界热议的话题。11 月 9
日，河南省第三届互联网大会在郑州开幕，本
次大会聚集了一大批互联网学术界、企业界有
重要影响力的知名学者和优秀企业家，大家就
云计算、大数据、网络经济、网络安全等热点话
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河南将迎来大数据时代，面对“一切皆有
可能”的未来，我们如何更新观念，适应变化？
河南又该如何把握机遇，奋勇向前？对此，网
友众说纷纭，分享观点。

什么是大数据 云计算

大数据、云计算作为眼下的“潮词”，究竟
指的是啥？11月 13 日，记者采访了“河南大
数据和高性能计算工程师”微信群群主、大数
据架构师胡选来，他说，所谓的大数据，指的
是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
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
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
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
的信息资产。云计算则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
服务的增加、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
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
资源。

胡选来说，许多人在无意识中已经使用数
据做决策，出行前查路况、在手机软件上找附
近餐馆……同时，每个人也成为大数据的数据
源，我们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就会产生数据。

能为河南带来啥？

那么大数据、云计算能为河南带来啥？
胡选来认为，大数据能力首先是更大范围的
感知或者情报能力。用大数据来把客户和工
厂、行为和流程数字化，从行业、全国和世界
范围全方位获取数据。这个过程也是河南自
身数字化以及和世界建立广泛联系的过程。
其次是技术能力和研发能力会大大提升，带
来更多就业机会。研发提升能极大带动河南
工程师的国际化水平，促进河南辨识和调动
世界范围优质研发资源的能力，这将使产学
研都受益。最后是洞察问题和机会的能力，
河南对自身和社会的认识更深刻，才能做到

人、企业和政府在发展上有的放矢，解决向外
扩展的世界需求。

未来生活只是想想就醉了

大河网网友“泡baby”：生活中，各式各样

的手机软件通过分门别类的数据统计，让我们

可以精准把握，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音乐软

件，导航软件，购物软件，“扫一扫”……大数

据、云计算一直在我们身边。

@心情很妙：大河南在双 11 成交额 43 亿，

全国前十名，这种全民参与的购物狂欢节在几

年以前估计谁也想不到吧，快递小哥这几天很

忙哦。等到河南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成的时候，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多意想不到的生

活便利，只是想想就醉了。

紧跟时代拥抱大数据

@芊芊不寻常：去年，河南与阿里巴巴、腾

讯、百度、京东、苏宁等 5 家企业达成具体合作

项目 34 个。今年，拥抱的是云计算、大数据。

大数据产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可以让中部内陆

大省河南与经济先行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这正是河南最迫切的发展诉求。

@985684：大数据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出行、购物、医疗、教育等，影响

着你我他。如果没有全新的互联网+、大数据

和云计算的观念，就真的会被这个时代淘汰

了！主动融入这些平台，寻求新的商业机会和

生活方式，已成为必然选择。

一部手机在手，走遍河南不愁

大河网网友 浅浅的未来
“现在的人咋这么能，出门带个手机，能

轻轻松松玩一大圈”，这是我带爸妈去了开封
包公祠，洛阳龙门石窟，林州红旗渠后，爸妈
说的话。

今年带着爸妈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很多
景点进去之后，通过手机，扫一下景区门口
的二维码，就能连上景区的无线网络。在包
公祠里，每个厅的门口都有一个特定的二维
码，扫描了二维码之后，厅里的一切都会有
详细的语音讲解，就好像随身，带着讲解员
一样。

回家的时候，想买些特产带回家，不想去
特产超市买，所以在大众点评上搜排名靠前的
特产，再根据自己需求买，经济又实惠。“现在
真是好啊，走到哪里都不担心被骗，住的地方
也提前订好，不用担心找不到地方住。科技真
是太发达了，拿一部手机就能走遍河南。”爸爸
感慨地说。我对爸爸说，这就是“智慧城市”、

“互联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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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记者 申华

旅游、逛街、吃饭时……随时随地举起手
机“咔嚓”一下来个自拍再上传至社交网络，这
是现下随处可见的举动。可你知道吗，晒自拍
也潜藏着风险。据报道，来自鹤壁的孙女士平
时喜欢把自拍照发到网上，近日她发现自己的
照片竟然被用于纹绣广告、妇科药广告里的代
言人。11月 14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转发该消
息后，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社交网络

“套路深”，发自拍需谨慎，要提防不法分子侵
权。

“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上面是我的头
像，文字却写着无痛纹绣。”孙女士说。据了
解，她从未做过纹绣，身边也没有从事美容行
业的朋友，不仅如此，她之后又发现自己的照

片在一款聊天软件的动态发布里被频繁转
发，这次她“代言”的是一款不知名的微商产
品，主治妇科疾病。网友“田野”说：“自己的
照片不知不觉就被拿去做广告，太可怕了！
这提醒我以后自拍不能随便发了。”网友“默
默的森林”表示，不可思议！想不通私人照片
是如何被那些不法商家获取的，网上套路深
啊，一不小心个人信息就会泄露出去！网友

“古德”说：“晒自拍是人们对于自身状态的展
示，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曝
光。展现自我无可厚非，但过度曝光也有泄
露隐私的风险啊！”

发生这样的事后，孙女士表示不敢再自
拍了，还把之前的照片都一并删除。有网
友表示，晒自拍是个人的自由，只要提高警
惕，学会保护自己，还是可以晒的。网友

“苍劲松”认为，这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绳”，不过也给大家都敲响警钟，社交
网络是把双刃剑，方便大家互通有无，但也
给个人隐私带来不小的隐患。网友“天蓝
蓝”提醒大家，在微信的隐私设置里有“允
许陌生人查看照片”的选项，最好及时关
闭，否则即使是陌生人也有权限看到你朋
友圈的信息。

网友“小猫钓鱼”表示，现在很多社交软件
在动态发布的时候是可以设置权限的，建议发
的时候设置相关权限，不要让不法分子趁机钻
空子。一经发现自己图片被盗用，应立即拿起
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律师对此
表示，广告图片发布者的做法侵犯了孙女士的
肖像权，孙女士有权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使用照
片并要求赔偿。

扶贫不是扶懒
有志气才能褪“穷气”

河南获批建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网友：

拥抱大数据 畅想“云生活”

鹤壁女子爱发自拍照，莫名成妇科药广告代言人。网友：

发自拍需谨慎 提防不法分子侵权

卫飞舟在自己创办的卢氏县飞舟农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教室里免费培训电商技术。 张海军 摄

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正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范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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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做好廉政文化宣传教育，营造浓郁的廉政
文化氛围，进一步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10月初，中牟县姚家镇纪委充分利用有利平台，制
作路灯刀旗，悬挂在横贯姚家镇的223省道两侧，
打造廉政文化一条街。刀旗主要以反腐倡廉、廉
洁自律、廉洁从政为主题，向广大党员干部宣传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使他们在多知多看的环境下，潜

移默化，逐步提高自身素质，时刻牢记党的宗旨，
自觉树立廉洁自律、从政为民的公仆形象。广大
党员干部也纷纷表示，此次悬挂廉政警示牌匾，采
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倡廉工作，不仅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廉政
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强化了地方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倡廉工作。 （李锋）

今年以来，许昌鄢陵县城管局扎实推进纪检
监察工作，实施强有力举措，纪检监察工作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组织学习《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若干准则》，编制《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制度》汇编，
要求全员撰写学习笔记；完善会议、学习等一系列

制度，开展集中整治干部作风突出问题活动；出台
《县城管局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分工的通知》
与《城管局工作考核方案》，要求单位主要领导负
总责，层层抓好责任制的落实，为纪检监察起好了
步、布好了局。 （苏金水 曹卫平）

为弘扬中华民族道德力量，引导干警投身道
德实践活动，近日，新乡封丘县检察院组织全院干
警举办以“爱满人间”为主题的“道德讲堂”活动。
活动共分为七个环节，分别是自我反省、唱道德歌
曲、学道德模范、发心灵感悟、诵道德经典、行学德

礼、一堂一善事。通过以上环节的进行，提升干警
道德素养，引导大家要认真履职、爱岗敬业。通过

“道德讲堂”建设，普及道德理念、讲述道德故事、
弘扬道德精神、展示道德力量，提升检察干警的文
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刘达）

近年来，南阳唐河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局坚持底线思维
和问题导向，全面履行侦监职责，不断强化执法办案的规范
化、精细化，服务地方发展大局。以履职为宗旨服务发展大
局。审查逮捕是检察院最基本的职能之一，认真履行审捕职
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仅去年以来，该院共批准逮捕涉嫌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暴力犯罪 33件 34人；批捕“两抢一
盗”等侵财犯罪46件 63人；批捕涉毒犯罪7件7人。以规范为
核心提升执法公信。该院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改革，强化对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的审查。严格落实“每
案每人必讯”和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全面审查有罪无罪、罪轻
罪重等各种证据，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坚
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以监督为重点注重取得实效。认真开
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通过专项检查、备案审查、查阅行政执法案件台账和案卷
等方式，了解作出行政处罚或涉嫌犯罪尚未移送公安机关的
案件情况。共发现立案监督线索35条，向公安机关发出“要求
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8份，向行政执法机关发出“建议移送
涉嫌犯罪案件函”12份，监督行政机关向公安移送涉嫌犯罪案
件线索11件12人。 （牛凌云）

为切实加强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到实处，开封市水稻乡
党委、政府以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为重点
抓好落实，不断提高该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一是以领导干部为主要对象，突出责任分解。水稻乡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紧贴班子成员和站、所、村委会负责人，形
成“重担大家挑，人人有重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格
局，严格按照“工作任务不漏项，责任分解无空档”的原则，分解细
化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并明确了相关责任人。二是以考核检
查为主要手段，作为落实责任制的重要措施来抓。把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纳入了党委的重要工作日程，专题研究各项工作的开展和
落实，坚持与党群工作同时布置、同时检查、同时考核，促使乡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三是以落实责任制为主要内容，
突出责任追究制。乡党委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围绕工作重
点，认真抓好责任落实追究制。乡纪委根据水稻乡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任务分解情况，做到责任落实检查、把责任落实追究制贯
穿全年的纪检监察各项工作，对存在的问题，责令相关人员及时
进行整改，使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反腐败工作由“软”变“硬”，
由“虚”变“实”。 （李伟华）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发挥侦监职能 服务发展大局

异彩纷呈谱新篇 廉政宣传入人心

积极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加强素质建设 树立行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