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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环境整治工作”专栏

这里的樱桃叫“初恋”

游客在樱桃岭采摘樱桃 宁江东 摄

□本报通讯员 徐辉

“俺基地里种有女贞树、法桐树、白
蜡树等绿化树种，今年光四万棵女贞树
就可以卖个几百万。”5月20日，孟州市
槐树乡南咀村苗圃基地里，置身于320亩
长势喜人的苗木之间，杨昭杰兴奋地告
诉记者。然而，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
个靠着苗木种植成为十里八村致富的典
型，却是身患双胯股骨头坏死的二级残疾
人。

1989年9月，杨昭杰突遭变故：正值
青壮年的老杨患了双胯股骨头坏死，不

仅丧失了重体力劳动能力，还要举债治
病。“为了看病，能借的都借了，最多时外
债欠有十四五万元。”杨昭杰说。

“杨昭杰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因残
致贫，我们一方面从精神上帮助老杨脱
贫，另一方面坚持‘扶贫先扶智’，通过组
织培训，传授老杨创业脱贫技能，治标兼
治本。”槐树乡残联理事长周竹元说。结
合实际，当地残联组织老杨参加了技能
培训班，引导其学习种植了近十亩苹果
树，让老杨家解决了温饱。

2014年槐树乡进行土地流转时，残
联得知杨昭杰有了办苗圃的想法，可是

缺启动资金，主动找到劳保所协调，为老
杨无息贷款5万元，又动员当地公务员做
担保，在银行贷了7万元，解决了老杨的
资金问题。短短几年时间，老杨的苗圃
基地越做越大，而老杨本人也由从村里
的低保户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像杨昭杰这样依靠政府扶持和自
身不懈努力过上好日子的残疾人还有
很多。为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群众找
寻致富门路，该市还制定针对性的扶
贫扶持政策，为残疾人扫清致富路上
的各种“拦路虎”，确保特殊群体也能
如期脱贫，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脱贫

目标。
贫困户贷款担保门槛高、贷款难度大

的问题，该市同农商行合作，财政设立担
保基金，基金放大十倍，实现贫困户贷款
仅设立审查门槛，不设担保门槛，既解决
了贫困户贷款难的问题，又扩大了贷款受
众群体。

截至目前，孟州市已有400余残疾人
实现了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将进一
步加大对因病、因学、因残等致贫的弱势
群体的扶持力度，让他们脱贫有信心、致
富有门路，确保孟州脱贫路上不落一
人。”孟州市副市长田丽洁说。15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美国当地时间5月23日上午，云台
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党委书记金贵斌与
美 国 大 峡 谷 国 家 公 园 副 主 任 Brian
Drapeaux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
再次成功续签姐妹公园合作协议，确定
了双方的下一个“五年合作”。这是5月
24日，从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传来
的喜讯。

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国家公园位于

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科罗拉多高原，是闻
名全球的世界自然遗产，与云台山世界地
质公园具有相似的资源和生态系统。

2007年，云台山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
谷国家公园正式缔结为姐妹公园，拉开了
焦作旅游建设国际品牌、开拓国际旅游市
场的序幕。

2012年11月，焦作代表团再赴美国
大峡谷国家公园，续签云台山与美国大峡
谷国家公园姐妹公园合作协议。十年来，
双方在国家公园资源保护、环境教育解

说、地质地貌研究等方面持续进行友好合
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为中美两国姐
妹公园合作的典范。

此次，焦作代表团还考察了美国大峡
谷国家公园游客中心、地质博物馆，就环
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公园发展与当地居民
社区的协同合作等关键问题进行了交流
座谈。双方还制定了《两年行动计划》和
《独立的主题项目计划》，针对国家公园的
具体主题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深层次
合作。

2017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可持续
旅游发展年”，云台山是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焦作邀请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派代表参加今年9月
中旬举办的第九届中国焦作国际太极拳
交流大赛暨2017云台山国际旅游节，并
将在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主办的国际
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焦作峰会等活动上，
介绍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开发建设和管
理的经验，共同推动世界山地旅游可持续
发展。7

积极挖掘“数据金矿”

大数据成转型发展核心动力
巧借东风作云翼

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
济困难较多，沁阳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严峻挑战。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成
为全市经济发展必由之路。

如何才能破题，实现“弯道超车”？
新思维带来新动能，追赶超越要有新

路径。去年11月，河南获批建设国家级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随后，各地加速推进大
数据产业园建设。沁阳市委、市政府抢抓
机遇，作出了抢滩大数据蓝海，打造中原
地区高等级、大规模的云计算数据中心的
部署。经过科学审视资源禀赋，系统严密
论证，厚植区位、能源、地理、人才、环境

“五大优势”，规划了2200亩的大数据产
业园，并在一年内实现了蛮蛮云计算数据
中心的签约落地、建成投用。

如今，一座现代化花园式科技园区从
废墟中拔地而起。沁阳市委书记薛勇介
绍，总投资35亿元的河南蛮蛮云计算数据
中心项目全面建成后，年销售额将超过30
亿元，可实现利税9亿元。预计到2025年
年底，产业园将实现产值500亿元，将成为
国家级信息产业园和大数据处理中心。

以点带面稳推进

“这里就像一座‘数据银行’，发展潜
力很大，必将带动沁阳快速实现产业转
型，改变过去傻大笨粗的产业印象。”参观
了蛮蛮云公司中央控制中心和IDC机房
后，在深圳创业十几年的沁阳人马海东感
慨地说。

如今，大数据已经成为沁阳经济社会
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该市先后成
功创建“宽带中原”示范试点市，建立了电
商产业园、慧聪网沁阳产业带、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等电商平台，河南超威、兴发铝
业、永威集团等一大批本土企业形成了

“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结合自身实际和发展优势，沁阳以

培育发展大数据应用产业为主导，以大
数据的存储、分析、应用为突破口，加快
推动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借助
大数据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融合化发展，努力帮助企业做大做
强，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发展，致力将沁阳
大数据产业园建设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
的数据信息集散中心和信息服务产业聚
集区。

梧桐枝繁百凤栖

《山海经》曰：“崇吾之山，有鸟焉，其状
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
这便是“蛮蛮云”公司名字的由来。高军良
介绍，“‘蛮蛮’也即传说中的比翼鸟，只有
在一起才能起飞。我们取名‘蛮蛮’正是看
中这其中蕴含的比肩共进、携手合作的内
涵。从项目接洽到运行，我们和沁阳之间
的精诚合作体现得淋漓尽致。”

高军良说，仅用6个多月时间，我们
就完成团队组建、融资、产品上线、商务合
作和IDC的规划、建设，云计算数据中心
项目从签约落地到建成投用，仅仅用了一
年时间。这样的速度与沁阳市委、市政府
对项目发展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除成功引进蛮蛮云公司外，该市还与
上海飞乐音响、西安博达、安徽商网等企
业在网络安全、互联网+、智慧城市、云计
算和大数据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

“未来，将逐步引进阿里巴巴、大龙网、网
来云商等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和服
务企业。深入挖掘‘数据金矿’，带动当地
传统产业和服务业转型升级，打造‘智慧
沁阳’。”毛文明说。15

云台山与美国大峡谷再续姐妹缘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本报通讯员 宁江东

5月23日，雨后初霁。博爱县寨豁乡小底村樱桃岭，朵朵白
云漂在蔚蓝天空中，山上山下、房前屋后，满是樱桃树，红红的樱
桃、热情的村民……好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樱桃树成了“摇钱树”

“樱桃熟了！大家快来品尝。”在樱桃岭道路两旁，村民们个
个喜上眉梢，叫卖着刚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新鲜樱桃。

“俺村种植的樱桃属于山地樱桃，果儿大、色泽鲜亮、口感甘
甜。”小底村党支部书记吴崇波说起樱桃格外提劲，“小底村在太
行山深处，无污染，海拔550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樱桃特别
好吃。”

尽管拥有种植樱桃的地理和气候优势，但早些年，小底村的村
民却没有因此富裕起来，2014年小底村仍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

近年来，博爱县寨豁乡加大扶贫力度，大力实施精准扶贫，
小底村转变发展模式，依靠资源优势发展樱桃产业。当地政府
引进樱桃新品种，樱桃挂果后很快有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村民们
发现樱桃树是个“摇钱树”，纷纷种植樱桃。

2008年，博爱县第一届樱桃节让小底村赚足了人气，有效
提高了小底村樱桃的美誉度和知名度。这几年来，来小底村采
摘樱桃的客人数量大增，樱桃价格一年比一年好。

记者看到，来自省内外的众多游客戴上遮阳帽，背上小竹
筐，在硕果累累的樱桃树下穿梭、驻足采摘。“我从2015年开始
通过朋友介绍来小底村采摘樱桃的，今年都第三年了。这里的
樱桃树不打药，个头大，还特别甜。”来自山西晋城的游客王小燕
高兴地说。

樱桃搭上电商快车

随着小底村樱桃种植规模的扩大、产业链条的不断延伸、电
子商务的普及，小底村的樱桃种植产业从休闲观光农业成为向
服务业延伸的一种新型产业模式。

博爱县积极开拓电商市场，与新浪河南开展战略合作，打造
小底村“初恋樱桃”品牌，推行顺丰快递“产地直供、全程冷链”快
运模式，实现线上成功销售；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和邮政快递物
流，开展“珍惜樱桃”预售活动，30户微商共同参与运作，使小底
村樱桃网上销量大增。

“那时候，樱桃熟了，就等水果商贩上山收购，价钱压得特别
低，索性自己开着拖拉机下山去卖，谁知卖的价钱比水果商贩给
的批发价还低。”回忆起以前卖樱桃的光景，种了30多年樱桃的
村民吴长运至今难忘。

如今，小底村的樱桃树种植面积从2000年的150亩发展到
1000多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2016年，全村种植樱桃总收
入150万元，全村贫困户由2014年的144户、496人减少为现在
的11户、35人，脱贫工作走在全县前列。

“今年，俺种的3亩多樱桃都进入了盛果期，预计毛利润可
达7万元。”望着前来采摘樱桃的众多游客，吴长运高兴得合不
拢嘴。7

5月18日，在河南蛮蛮云计算
技术有限公司ECC监控中心，该
公司董事长高军良正在通过大屏
幕查看设备运行情况。

“河南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
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五位，拥有极
具开发价值的海量数据资源和市
场优势。沁阳市特有的地理条件
和区位优势，非常适合云计算产业
发展，这里电力、水资源丰富，可辐
射周围4亿网民。”高军良介绍。

就在一周前，该公司云计算数
据中心项目正式入驻沁阳大数据
产业园，成为园区首家入驻企业。
5月11日，项目一期成功投运，二
期年底前将正式投运，三期建成
后，总规模将达到1.02万个机柜，
有望成为我省乃至五省（豫晋陕鄂
鲁）最大的云计算基地，为沁阳乃
至焦作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有力支撑。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邓晓芳

残疾人老杨脱贫了

农谚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之说。目前，温县40万亩优质小麦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图为5月21日，温县黄庄镇西王里村农民在麦田间除杂、查看麦粒饱满度。徐宏星 摄

小满时节

丰收在望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李文静 通讯员 石庆凯）为进一
步规范焦作市工业企业内部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增强企业环
境保护意识和提升管理水平，日前，焦作市环保局全力推进
焦作市重点排放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环境整治工作。

此次“一企一策”环境整治工作范围包括焦作市辖区内国
控、省控、市控工业企业，以及所有电力、水泥（含水泥粉磨
站）等生产企业。环保部门要求，各相关工业企业必须结合
《焦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焦作市2017年持续打好打
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的通知》精神，实施“一企一
策”，做到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厂区环境全面整治、污染防治
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在环保管理方面，相关企业要有完善的环保管理机构、管
理制度，建立环保设施运行操作规程，并做到定期维护检修
以及健全管理台账、应急预案等，确保机构健全、职责明确、
责任到人；要有完善的废气、废水环保治理设施，并做到处理
能力与污染排放相匹配，实现污染物能稳定达标排放；要完
善废气、废水收集和净化设施，各产尘点要安装集气罩、除尘
器等装置，杜绝“跑冒滴漏”现象；按要求安装自动监控设施，
并确保数据真实有效，做好数据管理台账。

同时，对企业内部环保宣传、职工日常环保知识教育等，
都做了明确规定。此外，在厂区环境管理方面，针对专职保
洁设置、厂区绿化、原料和成品运输、自动高压冲洗设施、安
装抑尘网、原料场物料露天存放等多个方面，也都予以明确
推定。

为了确保整治效果，焦作市环保局还明确要求，各相关企
业要按照“一企一策”的工作标准，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全面
排查企业点源、企业堆场、裸露地面、在线监控设施、物流以
及环境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环境问题，编制“一企一策”整治方
案。对在整治工作中敷衍塞责、支差应付的企业，将采取通
报、曝光、纳入环保黑名单等措施，予以制裁。7

“一企一策”
推动企业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