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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紧跟“民声”保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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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大力发展旅
游产业，带动太行山区
群众脱贫致富。图为新
修的旅游环线。⑨6
李建国 摄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王永乐

现在，新乡市66路公交车司机赵阳
开车从火车站到达高铁东站，不到一个
小时就轻松跑完了全程。“这要是在平原
路改造以前，一趟跑下来得一个半小
时。”回忆起以前的经历赵阳直皱眉。

自 2014年开始，新乡市已连续 3
年将交通畅通工程作为十大民生实事
来抓，提出通过老旧道路拓宽改造等举
措，畅通城市路网系统，平原路改造及
东延就是其中的重点工程。

“民生”跟着“民声”走。新乡市委
书记舒庆说，道路是城市发展的动脉,
是重大的民生工程，要全力打造快速便
捷的交通网络，完善城市各项功能。

根据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按照先
主后次、循序渐进，兼顾城市交通和市民
生活便利的原则，新乡市运用“大处方”
和“小手术”的“组合疗法”，对城区各类
道路“对症下药”，打通城市交通“大动
脉”和“毛细血管”，构建城市路网系统。

2016年，新乡市为大力支持大东
区、铁西区域的发展，新建了 7 条道
路，并对8条道路进行了改造。目前，
新乡畅通工程基本对中心城区实现了
全覆盖，而且2017年计划新建6条道
路，并对 8条道路进行维修改造。此
外，新乡市还把修通产业路、扶贫路作
为一项重要民心工程来抓，加快群众
脱贫步伐。2016年，新乡全年投资3.3
亿元完成农村公路建设 404公里，群
众出行更加方便快捷。2017年，该市
交通运输事业计划完成投资48.01亿
元，其中农村公路完成投资5亿元。

2016年5月，通往辉县万仙山景区
的S229三原线，在经历了一年“整形”
后全线通车。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南寨
镇坝前村的全付农林合作社，专门种植
果树、发展饲养，以前道路运输不方便，
一直不敢扩大经营规模。2016年，运输
问题解决了，合作社将52户贫困户全部
纳入，并为贫困户分红。“现在路通了，
我的合作社就能放手大干了。”合作社
负责人李全付说。③4

□本报记者 童浩麟

尉氏县水坡镇二甫村、通许县冯
庄乡七里湾村、杞县傅集镇北马庄
村、龙亭区柳园口乡梅庄村……新年
伊始，记者走访开封的这些乡村，但
见一条条宽敞大道连接村头巷尾，一
座座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它们如同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开封大地。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乡村面貌
得到持续改善，是开封市 2016年十
大民生工程、全力办好的 50件重点
民生实事之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
是，在全市范围内建设30个“美丽宜
居乡镇”和100个“美丽宜居村庄”。

“注重空间布局和自然景观的融
合，在特色上下功夫，在差异化上找
出路。”谈到美丽乡村建设，开封市委
书记吉炳伟表示，“要突出对乡村自
然景观、民风民俗等乡愁符号的保
护，打造乡风浓郁、乡愁彰显的美丽
乡村。”

为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

平，加快发展集生产、生态、生活功能
于一体的乡村特色产业，2016年，开
封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实施意见》，
未来3年，全市每年将确定不低于十
个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点）。

产业兴盛，才能村美民富。2016
年，开封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美丽乡
村建设的基础。全市各乡镇以美丽乡
村建设为契机，有序发展特色农业，积
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观光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着力推进农村经济
新型业态融合发展、互促共进。祥符
区西姜寨乡凭借美丽乡村建设，第一
次尝到了“招商选资”的甜头——投资
120亿元，由朱仙镇、西姜寨组团建设
的启封故园，让西姜寨在乡村旅游上
有了新的、更为准确的定位：“游开封、
逛朱仙，吃住西姜寨。”过去3个月里，
在启封故园内，投资15亿元的石文化
产业园、投资 10亿元的国际美术学
院、投资40亿元的温泉度假生态园区
项目已经全部落地。③7

□本报记者 田宜龙

1 月 20日中午，当记者走进洛
阳市老城区邙山办事处水口村村民
张现捷家里时，他老伴史耐烦正张
罗着烧水做午饭。说起生活情况，
年过六旬的史耐烦眼含泪花：“要不
是大家帮助，俺都不知这年咋过。”

2015年，张现捷夫妻俩因脑梗
先后5次住院，花费了20多万元，欠
了不少外债。出院后，老两口每月药
费近千元，张现捷生活无法自理，全
靠同样有病的老伴“硬撑着”。

临近春节，老城区委主要负责同
志在水口村调研时，了解到像张现捷
一样因病致贫的家庭在该村共有 4
户。在老城区委办公室党支部召开生
活会时，大家纷纷倡议：向水口村因病
致贫的困难家庭捐助，帮他们过个暖
心年。当天，区委办党支部共收到捐
款6000多元。他们给这4户贫困户
送去了慰问金和米面油等慰问品。

为了让困难群众过好年，1月17
日，老城区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向该
区全体党员发出倡议：以党支部为
单位，根据个人情况，为本单位、本
辖区的困难群众捐款。倡议发出
后，全区各单位、办事处积极行动，
不到两天，仅邙山办事处就收到
1141名党员干部的捐款31200元。

“谢谢党和政府帮助，帮俺过个
暖心年！”躺在病床上的张现捷激动
地说。③5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振巍 毕海滨

“汇源羊业养殖专业合作社今天
分红，请大家务必赶过去！”1月18日
一大早，听到村里的广播通知，来自
濮阳县梨园乡部分村庄的 200名汇
源(濮阳)羊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股
东”们，骑着电动车前来分红，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东孙集村殷修良，2500 元。”
“东韩寨韩宝印，2500元。”……随着
工作人员宣布名单，参加合作社的贫
困户们相继接过一沓沓现金，当场乐

呵呵地数起来。
当天，梨园乡封寨村、后任寨村、

房常治村等6个村的200户贫困户，
领到了第一批“入股分红”款，总额超
过60万元。

“政府贴息让俺贷款，用贷款入股
合作社养羊，年底还能分红，这样的好
事以前想都不敢想。”贫困户房焕景兴
奋地说，“现在的政策真是好，入股分
红等于自己当了老板。能够依靠产业
发展实现脱贫，俺们的底气更足了。”

刚领到钱的贫困户孙秀莲满面
笑容地说：“没想到，刚半年俺一家四
口就领了 2500 块，一年下来就是

5000块啊！这合作社还真是咱贫困
户的‘红利社’。”她告诉记者，有为贫
困户着想的政府，有热心帮扶的驻村
工作队，有发展越来越好的合作社，

“再不努力脱贫，就该脸红啦。”
“为解决贫困户资金困难，公司

牵头成立了汇源(濮阳)羊业养殖专业
合作社，由中华保险公司作担保，北
京汇源集团作反担保，每个贫困户可
通过京东网络银行贷款5万元，作为
养羊项目启动资金。”汇源(濮阳)羊业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闫雷涛介绍说，
签约贫困户可通过两种方式与汇源
公司开展合作养殖，一是作为贫困户

入股资金全权委托汇源公司养殖，贫
困户每户每年领取投资额10%的利
润分红；二是用贷款购羊到汇源养殖
小区集中养殖，并与汇源公司签订回
收订单，待羊育肥后由汇源公司以保
护价收购，规避养殖风险。

据了解，濮阳汇源肉羊产业扶贫
项目 2015年启动，当年即为贫困户
增收 82.08万元，带动 680余名贫困
人口脱贫致富。去年，该项目进一步
加大投入力度，第一批授信扶贫资金
达 6000万元，可为贫困户实现增收
209.5万元，带动1500余名贫困人口
脱贫致富。③7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1 月 19
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在水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方案中，我省四大流域
已经划定了各自的治理重点。

河南地跨淮河、长江、黄河、海河
四大流域，长江、黄河流域整体水质
较好，但是海河、淮河流域水质较
差。在为期三年的水污染防治攻坚
战中，不同流域侧重不同。对目前水
质较好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要求
其 I至Ⅲ类水质的优良比例 2019年
分别达到91%和 66.7%以上，并且消
灭劣V类；而水质较差的海河流域和
淮河流域，I至Ⅲ类水质的优良比例
2019年分别达到46.7%和50%以上，
劣V类水质比例分别不得高于 33%
和 8%，但出省境断面水质要消灭劣
V类。

在淮河流域，针对人口众多、养
殖众多、闸坝密集的特点，以生活污
水、工业废水和畜禽养殖污染源为治
理重点，加强闸坝调度管理，维持河
流环境流量，防范跨界水环境风险。
着重治理双洎河郑州市段、贾鲁河郑

州段等 21个劣V类水体，重点保护
沙河平顶山段、沙河漯河市段、汝河
驻马店市段等良好水体。

在海河流域，针对水资源匮乏、
产业结构偏重、人口密集的特点，以
骨干工程项目为抓手，深化工业污
染、生活污染、畜禽养殖污染等综合
治理，努力改善主要河流环境流量。
着重治理大沙河焦作段，共产主义渠
焦作、新乡段，卫河新乡、鹤壁、安阳
段，汤河鹤壁段等 7个劣V类水体，
重点保护淇河鹤壁段良好水体。

在黄河流域，深化工业污染防
治、加快生活污水处理，推进农村污
染防治，重点治理蟒河、宏农涧河等
劣V类水体，提升涧河、沁河、济河等
较好水体水质，加强流域金堤河、三
门峡水库水污染风险防范，强力推进
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建设。

在长江流域，针对水质总体较
好、畜禽养殖发达的情况，重点保护
鸭河口水库和白河上游及唐河等优
良水体，治理生活污染和河流沿岸畜
禽养殖污染。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 月 19
日，记者从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
解到，2016年，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首次突破200亿元。

为促进食品农产品出口，我省出
台《2016 年河南省促进食品农产品
出口行动计划》，这是全国首个从省
政府层面发布的促进食品农产品出
口行动计划。

据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局去年帮扶南阳成功
创建全国首个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
安全示范市；新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7家，总数达23
家，居全国第二位；新增省级示范区

16家，总数117家，首次实现18个省
辖市示范区全覆盖。该局还在全国
率先提出“一县一品”理念，出台“一
县一品”纲领性指导文件，筛选14个
核心品类重点培育，力促食品农产品
出口。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生态原产
地保护产品达 42个，总量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

在出口产品种类上，食用菌出口
货 值 达 10.13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1.09%；茶叶出口4700万美元，同比
增长299.81%，增幅居首位。增幅较
大的还有：蔬菜出口 1.73亿美元，同
比增长105.86%；三门峡市水果出口
1.51亿美元，同比增长20.98%。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
强 赵明慧）1月 19日，记者从省地矿
局获悉，由该局第四地质勘查院（以
下简称“地勘四院”）实施的河南省偃
龙煤田深部铝（黏）土矿勘查项目野
外工作结束，初步估算铝土矿资源量
超2.4亿吨，矿床规模为超大型。

经过 6 年艰苦努力，截至 2016
年 12月底，地勘四院不断取得新进
展，偃龙煤田深部铝（黏）土矿普查
阶段野外工作已全部完成，全区共
完成钻孔 273 个，钻探工作量超 10
万米。勘查区共圈出铝土矿矿体 6

个，估算和提交铝土矿资源量 2.4亿
吨，平均厚度 3.21米，矿床规模达超
大型矿床规模，展示了良好的勘查
前景。

普查还发现了其他矿产资源。
据估算，其中耐火黏土矿资源量
5400万吨,圈出共生耐火黏土矿体
21个；铁矾土矿资源量1.7亿吨，圈出
铁矾土矿体 39 个；硫铁矿资源量
1.81亿吨，圈出硫铁矿矿体8个。业
内专家表示，耐火黏土、硫铁矿、铁矾
土资源量规模均达大型矿床规模，具
有较高的综合利用价值。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 月 19
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和省保监局
联合推出全省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
赔机制。即日起，在全省实施轻微
财损道路交通事故网上快处快赔，5
分钟即可生成事故认定书，15分钟
左右完成整个事故快处快赔过程。

据悉，快处快赔事故类型适用于
两车碰撞事故或单方事故，简言之，车
能动，人未伤，有保险，车有牌，人有
证，没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等，可以通
过移动网络平台（手机APP）进行事

故处理的定责、定损、赔付。目前，快
处快赔系统的适用时间是 6时至 20
时，外地车在我省发生事故，不能进行
快赔处理。

目前，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与省保
险行业协会联合开发了“河南省道路
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手机软件，已正式
上线。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
表示，通过APP认定事故责任后，系
统会向车主手机推送短信，短信内容
里包含认定书的链接，有需要的话可
以在电脑上打开链接下载打印。③4

全省四大流域划定“治水”重点

去年我省食品农产品出口
突破200亿元

我省发现超大型铝土矿
资源量达2.4亿吨

轻微交通事故
可用手机“快处快赔”

1 月 16 日，在博
爱县金城乡张武村
教学点，穿上了新羽
绒服的孩子们喜笑
颜开。当天，该县团
委联合爱心人士，为
每位学生送去一套
包括羽绒服、围巾、
帽子、手套、水杯在
内的礼包，让孩子们
感 受 到 爱 心 的 温
暖。⑨6 程全 摄

贫困户入“羊股”发“羊财”

开封：美丽乡村入画来

更多内容请扫码

西 姜 寨 乡 荣 获
2016“中国最美村镇”
生态奖。图为该乡干
净整洁的文化广场⑨6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摄

答卷出彩民生

让困难群众
过个暖心年

▲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传统的小
年。在郑州开往北京西的K480列车上，一场别开生
面的“小年春晚”正在火热上演。担当该次列车服务
的郑州客运段北京一队，邀请艺术家走进车厢，给旅
客送上了精彩的文艺演出。⑨6 王铮 张强 摄

◀1月18日，在汝阳县十八盘乡赵庄村，书法爱
好者们在为移民写春联。当日，该县文广新局、移民
办开展了为移民送春联活动，给他们送上新年的祝
福。⑨6 康红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