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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王延辉

5月 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次回到“老家河
南”，这已是两年内，总理第三次“回
家”。这一次，中原第一站，他冒雨来
到了八朝古都——开封。

初夏时节，绵绵细雨中，满目葱
翠的古城景色多了几分清新韵味。
总理的到来，更为开封人民带来了

“意外惊喜”，当地干部群众无不激动
兴奋。循着总理考察的足迹，记者第
一时间进行了回访。

“牢记总理嘱托，通过
自贸试验区让开封以‘新’
出彩”

以“古”闻名的开封，正以“新”出
彩。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自4月
1日挂牌运营以来，共有 586家企业
入驻，注册资本金260多亿元。自贸
试验区入驻企业增长 215%，省外资
金达到 61%。“政策洼地、服务高地”
的磁性效应正在显现。

上午10时，李克强总理来到河南
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服务中心
考察，当他一步入大厅，大厅里顿时
沸腾了，大家都开始鼓掌，高喊着“总
理好”。总理挥手致意，然后径直走
到了咨询台。

荆嵋是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
生，即将毕业的她，因为学的是国际
贸易专业，想和几位同学一起创办一
个外贸公司，这是她第五次来到自贸
试验区服务中心咨询相关事宜。

“没想到总理竟然走到我身边，
竟然还主动和我握手、问我问题！”
荆嵋用两个“竟然”形容激动心情，

“像做梦一样。”
“总理问我准备办一个什么样的

公司，是合伙还是单干。我说和同学
一起创业，总理连声称‘好’。”荆嵋
说，“总理提出了‘双创’，这对我们大
学生择业就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引导。”

当总理来到办事柜台前时，自贸
试验区开封片区综合服务人员田申
正在给河南艾莱克进出口贸易公司
负责人颁发“二十二证合一”营业执
照。“这家公司上周五向自贸区提供
了申请材料，周一就拿到了营业执
照。”田申回忆说，“总理向这位企业
负责人询问了自贸区办事的速度。
该负责人说，和过去比真是太快了！
想不到，想不到！”

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肖文兴
陪同李克强总理参观了自贸试验区
开封片区综合服务中心的各个窗口
柜台，向总理介绍了自贸试验区的运
作情况。

“总理在开封片区考察的半个小
时里，政府职能转变、企业办事是否方
便、大学生创业都是总理关心的话
题。我们感到总理时刻牵挂着企业、
群众，也时刻牵挂着自贸试验区的建
设。”肖文兴动情地说，“总理来到开封

片区考察，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将牢记总理的指示，紧紧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勇于探索新经验，在投资
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完善事后监管体
系方面推出更多的创新举措，更大程
度地惠企利民，激发‘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热情，让开封更加出新出彩。”

“总理鼓励我们要发扬
‘工匠精神’，做‘大国工匠’”

10时 35分，李克强的身影出现
在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拖拉机总装
车间。生产线上，工人们像平时一样
在各个工位上忙碌。

“起先并不知道是总理来，真有
点不敢相信！”25岁的装配工曹迅正
在离车间大门最近的生产线上给拖
拉机底盘安装反射器，忽然间，他抬
头看到总理，颇感意外，更没想到的
是，总理会走上前来跟他交流，询问
他从哪毕业、工作得怎么样。

“穿着黑色夹克，戴着眼镜，面带
微笑，看着和电视上一样。”回想与总
理之间的“意外对话”，曹迅难掩心中
激动，“总理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就像跟周边朋友聊天一样。”

车间深处，一排“大个子”——高
3米（光轮子就有一人高）、重8吨，售
价高达百万元的PL2304型智能化大
马力拖拉机格外惹眼。

“总理看到这款拖拉机后很高
兴，直接从一辆拖拉机左侧门登上
去，我们公司负责人也忙着跟进去介
绍机器的性能和优势，总理在驾驶室
里重点感受了多功能扶手平台，待了
足足有5分多钟。”车间技术员陈鹏指
着大马力拖拉机说。

陈鹏回忆说，总理看上去很欣
慰，始终带着微笑，“从车上下来后，

总理还鼓励我们发扬‘工匠精神’，做
‘大国工匠’。”

中联重科副总裁王金富作为“向
导”，一路上详细向总理汇报了生产
情况和产品优势。“中联重科大马力
拖拉机拥有完全自主研发和相关专
利，性价比更高。”王金富说，“总理听
后很高兴。”

从总装车间出来，李克强总理来
到中联重科农机服务信息中心，并在
企业开发的工程机械物联网云平台
大屏幕前驻足良久。

在信息中心大屏幕显示的中国
地图上，分布着一个个“收割机”形状
的图标。中联重科公司信息化部负
责人张飞庆介绍，企业在全国生产销
售的 300多万台工程机械通过网络
传输设备将油耗、作业时长、作业发
电等相关数据传输到平台上，形成了
工程机械的大数据，汇聚而成一张热
度图，能展示全国作业区域的分布热
度以及区域作业时间的长短。

“听完汇报以后，总理详细询问
了全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热度分
布对当地就业和经济复苏的影响。”
张飞庆回忆说，当得知今年前4个月
其活跃度、开工率大幅上扬，总理高
兴地称这也印证了工程开工率提升
和整体经济数据的走强。

总理的到来，让中联重科开封工
业园沸腾了起来。工人们纷纷表示，
今后将更加爱惜自己的工作，努力做
极具“工匠精神”的员工。

“早拆迁，搬新房，我们
一百个愿意”

居住在开封市龙亭区大兴街 68
号院的马二庆、李玉鑫夫妇，没有想
到住了几十年的老屋，竟然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客人——李克强总理。
“总理进屋后，直接拉着我们两

口和孙女，就坐在了我们结婚时买的
木制三人沙发上。”54岁的李玉鑫回
忆，“我半天也没有想明白，俺这破屋
总理咋会冒着雨还来呢？”

在总理的一再追问下，他们才明
白，总理专门为这些棚户区百姓的房
屋改造而来。

老马两口居住的街道是开封市
龙亭区集中连片的棚户区之一，房屋
都有几十年的历史，即使在白天，逼
仄而狭小的厨房也黢黑一片。在老
马家对面，一街之隔的是去年刚刚棚
户区改造完毕的仿宋商住两用建
筑。崭新的屋瓦，别致的设计，与老
马家剥落残缺的房屋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和总理一边聊天，身后的墙
屋顶接口处还在不停地往下渗雨水。”
李玉鑫显得很不好意思。

儿子结婚后，为了让孩子一家体
面些，老马两口暂住在同一个院子里
外甥闲置的屋内。儿子结婚时，老马
咬牙对房子进行了简单装修，但还是
躲不了逢雨必漏的窘境。

“这老房子让你们拆迁，愿意不
愿意？你们老两口每月收入多少？”
总理问的话都很直接。

“一百个愿意！”“一个 1400元，
一个2400元！”李玉鑫回答道。

“对于我们的话，总理听得非常认
真！总理离开我家时，还高兴地抱起
我那1岁3个月的小孙女！”李玉鑫说。

“我们感到真是幸福，儿子儿媳
还不知道总理来俺们家呢！现在对
他们还保着密，等晚上回来再告诉他
们这个大大的惊喜。”看着总理与街
坊四邻一一握手道别，老马两口更加
坚信：住上好房子的日子已为时不远
了。③4

□本报记者 李运海

“要说搬出黄河滩，还真有点舍
不得呢。”5月 8日，在紧靠黄河主河
道的一片草地里，濮阳县梨园乡聂堌
堆村党支部书记聂进才说，“如今把
全村的土地都流转给了一个公司种
草养羊，村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聂堌堆村是典型的“落河村”，村
庄都在黄河边，黄河在滚动中不停地

“吃掉”农民的土地，因而土地越来越
少，村民越来越穷。虽然有近千口
人，但聂堌堆村在册耕地只有100多
亩。

然而这几年，黄河主河道向对岸

滚动 400 多米，村里的滩地增加了
2000多亩。2013年 5月，聂堌堆村
将这些土地全部流转给了一个公司，
对方在土地上种草养羊。聂进才说：

“土地流转前，这里只能种一季小麦，
收入很低。流转后，村民每亩地每年
能得到 1000元的流转费，年轻人能
到外面打工，在家的老人还能在这块
土地上干活挣钱。”

高兴归高兴，忧愁始终挂心头。
聂进才说：“未来河道也可能会再滚
回来，把这些土地再‘吃掉’。所以，
从长远考虑，大伙还是想着搬出黄河
滩，过上新生活。如今村里也在随时
准备搬迁。”③4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季玮

5月 8日，居住在范县张庄乡千
安社区的李修功吃过早饭，下楼到社
区广场晨练了几圈，又把小孙子送进
社区幼儿园后，才不慌不忙地步行3
分钟，来到附近的扶贫就业点开始一
天的工作。“俺在黄河滩区住了 60
年，如今搬到千安社区，再也不用担
心被水淹了！”李修功高兴地说。

千安社区是范县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张庄乡试点工程，占地 500多亩。
从去年7月至今，张庄乡5个滩区村的
3900余名村民已完成搬迁，住进了宽
敞明亮的多层住宅或联排小院。

为使迁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范县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的有效途径，实施政策拉动、产
业撬动、就业带动，形成了县有产业
园区、乡有主导产业、村有支柱产业、
户有致富门路的扶贫格局。

年收益百万元的光伏发电项目
已覆盖千安社区；招商引资而来的大
型木材加工企业、服装加工企业陆续
入驻千安社区周边的专业园区，吸纳
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务工；拆旧的
黄河滩区，土地复垦及土地流转正如
火如荼地开展，规模化养殖、生态旅
游观光业已初具雏形。

“现在俺一天能拿60块钱，活儿
不累，还能照顾家里，让儿子儿媳放
心外出打工。”李修功满足地说，“这
是搬迁搬出来的幸福生活啊！”③7

□本报记者 代娟

“上班的服装厂就在家门口，下班
后直接回家吃饭，以前这日子想都不
敢想呢！”5月8日晚7点，敲开封丘县
李庄新村19岁姑娘王亚楠的家门，她
正和母亲招呼着妹妹们吃晚饭。

两年前，因为家穷，亚楠初中毕
业后随村里人去南方服装厂打工。
因为年龄小，父母总是不放心。如
今，服装厂就在村旁，在家门口上班，
父母很放心。

搬入新村之前，王亚楠一家住在
黄河滩里的薛郭庄村，房子低矮破
旧，一下雨就漏。姥爷年迈多病，患
病的母亲没有劳动能力，妹妹们年龄

小，全家仅靠亚楠和父亲打零工，还
有 10亩滩地的收入，远远不够全家
的开销。

2015 年年底，黄河滩区开始居
民迁建，依靠国家补贴和旧房拆除补
偿款，王亚楠一家没花一分钱搬进了
李庄新区，住上了 120平方米、带电
梯的楼房。村里还引导父亲种植大
蒜，安排亚楠在新区服装厂工作。同
时，大妹、二妹还享受了每人每年
1000元的教育补助，姥爷也享受了
低保。

如今，王亚楠一家年收入近3万
元。她说：“房子有了，妹妹上学有补
助，姥爷有养老金，我们家的日子有
盼头了！”③7

核心提示

黄河滩区是我省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涉及6

个省辖市的17个县（市）区，需要搬迁的总人口有103万多

人。自2014年底正式实施搬迁以来，我省第一批搬迁试点

已于去年底基本完成，第二批试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按照

规划，我省力争将百万人口迁出黄河滩区，通过易地扶贫搬

迁实现滩区群众脱贫致富。③7

“搬进新村，日子有盼头了！”

搬迁搬出幸福来

种草百姓增收了

古都看新颜
——李克强总理开封考察回访记

5月 8日拍摄的封丘县李庄新区。目前5个村2053户、7634人已全部
搬入新区，旧村已拆除复垦。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5月8日,范县张庄乡千安社区居民在小街区散步。⑨6 张晓静 摄

关注黄河滩区扶贫搬迁总理“回家”

中联重科开封工业园装配工曹迅激动地向大家介绍总理考察时的情景。⑨6 韩海波 摄

□本报记者 李虎成 代娟

5 月 8日傍晚，地处黄河滩区的
封丘县李庄镇李庄村，大雨过后，记
者踏着李克强总理刚刚探访过的足
迹，逐户回访了依然沉浸在激动和幸
福之中的滩区群众。

“咋也没想到，总理能
到俺家来！”

“咋也没想到，总理能到俺家
来！”在李庄村东的一处院落里，尽管
总理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坐在轮
椅上的杨天杰回忆见到总理时的情
景，还难以平静。

“总理一进屋，打完招呼后就笑
着问我，你认识我不？我说，咋不认
识，我照常（天天）在电视上见你
呢！”

今年66岁的杨天杰告诉记者，总
理详细询问他家有几口人、生活咋
样。他告诉总理，3个女儿早出嫁了，
如今家里6口人，自己和老伴、儿媳妇

都有病，只有儿子一个人出去打工。
如今，家里最愁的就是这住了几十年
的房子破旧漏雨让人烦心。

“我跟总理说，我家已经交了
5000元钱的选房定金，明年秋天就可
以搬到社区楼房里住了！”杨天杰的
老伴笑着说，“总理还问俺愿不愿意
搬。政府有补贴，社区里天然气啥都
有，咋能不愿意？”

杨天杰对记者说：“总理几次向
俺强调，你残疾不方便，有啥难处，多
找政府！这说明总理心里有咱这些
贫困户啊！”

总理为滩区群众搬迁
“算细账”

在李庄镇临河小区36号楼李清
河的家门口，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吃
水不忘挖井人，搬家感恩共产党”，横
批是“共产党好”。

53岁的李清河自豪地向记者展
示了他和总理的合影。李清河说，总
理从他家走时，主动提出来要跟他们

合个影。这几张珍贵的照片被他第
一时间传在了自己家人的微信群里，
瞬间火爆了亲朋好友的朋友圈。

李清河说，总理还详细询问他啥
时候搬来的，对房子满意不满意，生
活情况咋样等。他告诉总理，他家原
是李庄镇南曹村的，2015 年 10 月
份，南曹村整体搬迁到李庄新区。

“搬来新家，不仅小区环境哪样都不
输城里人，除了种地，俺还在社区物
业上找了份电梯管理员的活儿。儿
子和媳妇在新乡打工，老伴儿看孩
子，俺很知足。由于政府有补贴，这
套近130平方米的新房，俺才负担两
万多元。”

总理最牵挂的是，怎样尽量减少
群众负担？在李清河家，李克强还坐
下来跟李庄镇党委书记陈明一笔一
笔算细账，了解群众搬迁情况。陈明
告诉总理，李庄搬迁村民除个人出资
和享受国家补偿外，还整合了其他各
项惠农资金补贴。听了介绍，总理立
即回应说，这个办法好，这个经验值
得推广！

“让群众满意，才是你
们的经验”

封丘县委书记李晖和该县黄河滩
区居民迁建办公室主任郭兴霞向总理
介绍了滩区搬迁情况。郭兴霞对记者
说，总理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群众能
否搬得起，二是搬迁后如何就业。获
悉当地在征求群众意见后，将滩区搬
迁节约的土地及旧村复垦土地流转搞
高效农业，增加农民和村集体收入，用
于弥补物业管理的不足，总理连连称
好！听说李庄镇已建成标准化厂房、
规划农民经济特色园区，将提供1000
到 3000人的就业岗位时，总理很欣
慰，说“你们考虑得很周到！”

在李庄滩区搬迁过程中，所有重
大决策都让群众全程参与进来，让群
众既了解政策，还能参与到整个工程
建设。总理听后说：“让群众满意，才
是你们的经验！”郭兴霞对总理说：

“我们一定要把党中央的决策落实
好，让群众满意，让总理放心。”③4

冒雨访滩区 为民“算细账”
——李克强总理封丘黄河滩区考察回访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