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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农历丁酉年黄帝故里

拜拜祖祖大大典典 还有 天1

20172017中国中国（（开封开封））

44月月11日日~~1010日举行日举行

宋韵清明宋韵清明 美丽开封美丽开封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相正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也是嵩

县人民向省委、省政府作出的郑重承诺。
3月25日，记者行走在嵩县的春天，

大坪乡万亩油菜花海染尽山野，一望无
际的麦田、路边垂下的柳枝都在诉说春
的希望。在南车路上，一块标语牌格外
醒目——“厚植绿水青山、打赢脱贫攻
坚”。旅游扶贫攻坚之路的标语虽默默
无声，却如同一声春雷，催人奋进、激荡
人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据嵩
县扶贫办主任高社敏介绍，从2014年
实施旅游扶贫战略以来，已经有1.2万
人依托旅游摆脱了贫困。预计到
2019年，“旅游+扶贫”战略将带动嵩
县3.5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

从美丽乡村到美丽经济的精彩跨
越，使嵩县在青山绿水中描绘着全域

旅游的新画卷；从“输血式扶贫”到“造
血式脱贫”的强劲转变，使嵩县人民信
心满怀地打赢脱贫攻坚战，托起全面
小康的中国梦。

帮扶又搬迁
拔掉山区穷根

家住姜岭村的王盈芳和安岭村的
陈乐艺目前分别就读于郑州航空工业
学院和郑州大学。此时，她们正在知识
的海洋里遨游。可去年她们金榜题名
的那一刻，两个人却是又喜又忧。十年
寒窗苦读换来了大学录取通知书，但高

额的学费让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不久，她们却收获了意外的惊

喜——当年 8月，嵩县面向社会发起
“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您游”
旅游精准扶贫大型公益爱心活动，在现
场，新华社记者李钧德现场捐出8000
元，一下子解决了两家人的忧愁。

扶贫和旅游相遇，旅游和感恩结
合，爱心帮扶给贫困百姓带来了希望。
通过该活动，目前已经有410个爱心人
士和爱心企业通过助学帮扶、项目帮
扶、就业帮扶等方式，捐助了53万元资
金，提供了26个就业岗位，与贫困群众
结对帮扶。而淳朴的嵩县人则用最美

的山水回报给善良的爱心人士。2019
年前，帮扶者可以领到“精准扶贫爱心
卡”，他们与家庭成员可以免门票畅游
嵩县的所有A级景区。

“嵩县人民善良可爱，懂得感恩。”
洛阳心理咨询师协会的负责人说，“两
年来，我们陆续对嵩县32名贫困生进
行帮扶，捐助的资金、图书、文具等超过
了14万元。”越来越多的爱心帮扶参与
到脱贫攻坚中，一批批游客走进了美丽
乡村，一批批资金、家电、粮油温暖着村
民。他们不仅把嵩县当成了自己的家，
还牵挂着这里的乡亲这里的娃……

旅游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胜在精准。扶贫搬迁与旅游开发齐头
并进，让散居在环境恶劣区域内的困
难百姓彻底挪了穷窝、断了穷根、搬了
新居、换了新业、鼓了腰包。

车村镇黄水村、白河镇下寺村、木
植街乡石磙坪村等十几个旅游搬迁安
置小区，向旅游景区服务区和服务驿
站集中。小区融入乡村游乐、美食体
验、森林康养的特色民宿，吸引着大批
都市游客吃在农家、住在农家、玩在农
家。现在，搬迁户家家户户用上了液

化气，一盏盏太阳能路灯在晚间熠熠
生辉，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等成了
家庭的基本配置。乡村搬迁解决了
4300名贫困群众稳定脱贫问题，老百
姓户均年收入超过了5万元。

扶志又扶智
拥抱美丽经济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精准扶
贫，必先扶志、扶智。

作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创建示范
区创建单位，嵩县从去年开始，相继出
台《关于支持农家乐发展的若干意见》
《关于促进景区周边旅游要素发展的
若干意见》等文件，指导百姓依靠吃、
住、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助推连
片贫困地区整体脱贫。

（下转第四版）

全域共享 山里人托起致富梦
——“旅游+扶贫”的“嵩县模式”探索之三

厚植绿水和青山 脱贫攻坚看嵩县 系列报道（百姓篇）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王金勇 尚丰军 岳贤辉

每周一期“发展大讲堂”,参讲人员
既有各乡镇办和局委“一把手”，也有扎
根基层的优秀工作者,已经成为辖区干
部职工统一思想的“小喇叭”、展示才能
的“大舞台”、推进工作的“加油站”。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循
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国家新型工

业化（化工）产业示范基地、省级众创
空间、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省级跨
境电子商务示范园区……一个个极富
含金量的“国字号”“省字号”招牌，使
其阔步迈向濮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
台、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树立
形象的重要窗口。

北上南下、东引西联，一连串的招
商活动，在吸引富士康、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蓝星化工、中国网库、顺丰等全国

知名企业前来投资兴业的同时，也为
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实现赶超发展提供
了不懈动力。

——发展乘东风，开放正当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自
去年4月以来，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实
施了一系列抢抓机遇的创新举措，激活
干群思想，夯实开放平台，放大招商势
能，掀起了新一轮对外开放的热潮。

（下转第五版）

国家濮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放路上动力足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3月 28日
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在郑州开幕。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刘满仓、蒋笃运、
储亚平、李文慧、王保存、段喜中和秘
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关于《河南省物业
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河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办理省人
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的办法（修订草
案）》的说明，《开封市城市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驻马店市饮用水水源保护条
例》《焦作市地方立法条例》《濮阳市地方
立法条例》《南阳市白河水系水环境保
护条例》的说明，省人民政府关于上年
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以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会议书面听取了关于省十二届人
大代表出缺情况的代表资格审查报
告，省人民政府关于企业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落
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畜
牧业发展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
脱贫攻坚情况专项工作报告审议意见
落实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关于省人
大常委会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和《河南省消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
报告和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会
议还听取了人事任免事项的介绍。

按照日程安排，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
对会议议题进行逐项审议。

副省长张维宁和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张立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蔡宁
列席会议。③5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3月 28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在郑州分别会见了来豫参加第十一届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丁
酉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带领的中
国侨商联合会代表团，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王志雄带领的全国工商联代表
团，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陈镇湘一行，亚
投行副行长兼秘书长艾德明一行。

谢伏瞻在会见时代表省委、省政
府向前来参加投洽会和拜祖大典的
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对大家多年来给
予河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并简要
介绍了河南省情和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他说，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是经国家批准，河南省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最具影响力的
国际性、国家级盛会，也是河南扩大

对外开放、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平
台。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华夏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拜祖
大典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为主题，得到海内外华人的广泛
认同和积极响应，已成为华人世界的
一大盛典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
文化品牌。河南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市场广阔，
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国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洛新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原城市群“三区
一群”为代表的战略规划、战略平台
综合叠加效应日益显现，为河南未来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
件。希望大家借助来豫参加投洽会
和拜祖大典的机会，在河南多走一
走、看一看，（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3月 27日，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邀请省政
府和有关方面人士，围绕“基本农田土
壤污染防治与农产品质量安全”开展
协商座谈。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副省
长舒庆、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出席会
议。省政协副主席钱国玉主持会议。

会上，省农业厅负责同志介绍了我
省基本农田土壤污染防治和农产品质
量监管工作情况。省政协常委、河南大
学教授马同森建议，尽早出台我省土壤

有机质倍增计划，研究创新农作物秸
秆、畜禽粪便等废弃物还田技术，提升
土地肥力。省政协委员、中国地质科学
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冯安
生提出，要尽快抓好耕地质量调查，绘
制耕地质量分级地图，为政府决策提供
可靠参考。省农科院植物营养与资源
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张翔提出，要针对我
省实际，推动科学施肥，提高农业综合
生产能力。河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教授赵鹏说，（下转第二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召开

谢伏瞻会见参加投洽会
和拜祖大典的中外嘉宾

省政协召开月协商座谈会

助力土壤污染防治 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
叶冬松出席

本报讯 3月 21日至 27日，省长
陈润儿出席在澳大利亚举办的第二届
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并作主题发言，
同时访问了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
围绕推进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战
略合作，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进行了广
泛接触，深入讨论，在航空物流、现代
农业、电子商务、文化旅游等方面达成
众多共识，先后签署 16份合作协议、
合作意向书，取得了丰硕成果。

陪同李克强总理出席第二届中澳
省州负责人论坛，是陈润儿此次出访
的重头戏。澳大利亚当地时间3月24
日下午，第二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

在悉尼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澳大
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出席并致辞。省长
陈润儿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

陈润儿首先介绍了河南省的基本
省情和豫澳合作发展优势。他说，中
澳两国人民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
2014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澳，为中澳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描绘了愿
景、指明了方向，掀开了合作发展、互
利共赢的崭新篇章。由两国领导人倡
导建立的中澳省州负责人交流合作机
制，为推动两国地方合作搭建了广阔
的舞台。河南与澳洲虽然相距遥远，
但是交往密切，随着中澳两国提升为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河南与澳洲经济
合作、文化交流日益深化、全面推进。
双方在畜牧水产、矿产开发、航空物
流、机械制造、教育文化、观光旅游等
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陈润儿指出，本次论坛以“中澳自
贸协议框架下：互联互通，合作共赢”
为主题，顺应了国际经济合作的大势，
展示了中澳贸易合作的前景，也为河南
与澳洲的合作提供了机遇、拓展了空
间。一是具有良好的政治基础。中澳
两国领导人密切互访、定期会晤，达成
了广泛共识，建立了彼此互信。这次
李克强总理到访澳洲，为中澳地方合作

注入了新活力、增添了新动力。二是
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河南地处中国
中心地带，连南贯北、承东启西，市场
辐射半径大，经济带动作用强，被国家
确定为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致力建
设现代立体综合交通体系和现代物流
体系，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三是具有
巨大的市场潜力。河南总人口1.08亿，
市场需求空间广阔，且与澳洲经济互补
性强、产业关联度高、合作覆盖面广。

陈润儿表示，抓住用好中澳自由
贸易协定带来的重大机遇，定能给两
地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开辟更加美好
的前景。（下转第二版）

陈润儿出席第二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并访问新澳泰三国

推动对外开放合作 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本报讯（记者 屈芳）3月 28日下
午，省长陈润儿在郑州分别会见了来
豫参加第十一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的波兰卢布林省省长
斯瓦沃米勒尔·索斯诺夫斯基一行，
香江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志强一行，中
民投集团董事局主席董文标一行。

陈润儿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前来
参加投洽会的中外宾朋表示热烈欢
迎。在会见斯瓦沃米勒尔·索斯诺夫
斯基时他表示，2008年河南与卢布
林省结成友好省关系以来，高层互动
频繁，经贸发展迅速。河南是中国大
陆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正在加快建
设贯通南北、承接东西的现代立体交
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卢布林省
是中欧班列（郑州）的必经之地，双方

加强货物运输、发展现代物流有着独
特的区位优势和便利条件。两省结
好后，卢布林省在河南的知名度与影
响力也日益提升。希望双方以此次
投洽会为契机，在发展现代物流、文
化旅游等方面深入探讨、广泛交流，
以更加务实的交流合作，推动两省之
间更深远的经贸发展。

在会见刘志强、董文标等嘉宾时
陈润儿说，过去一年，河南深入贯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着力打好

“四张牌”，扎实开展“三大攻坚战”，
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今
年以来经济运行开局良好，生产持续
增长，效益明显回升，市场需求增
旺。（下转第二版）

陈润儿会见参加投洽会中外嘉宾

当地时间
3月 24日下午,
省长陈润儿陪
同李克强总理
出席在澳大利
亚悉尼举办的
第二届中澳省州
负责人论坛并作
主题发言。⑨7

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

中办印发《意见》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