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董林 王延辉

在伏牛山下颍河的发源地，有一个
回汉群众交错居住的村落——登封市
石道乡西窑村。

6月14日晚，驱车行驶在起起伏伏
的山路上，不远处，蜿蜒的灯光像一条玉
带，把夜幕中的山村装扮得分外明亮。

“咱们走的这条路是新修的水泥
路，路灯也都是太阳能的，如今的西窑
路畅灯明、村容整洁，去年底已摘掉了
省级贫困村的帽子。”登封市委宣传部
驻西窑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张
雪霞介绍起精准扶贫带来的变化。

西窑村地处登封偏远山区，石厚土
薄。全村共有333户、1595口人，大部分
群众靠传统种植、养殖维持生计。“2016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25户，去年底脱贫22
户，今年又精准识别4户，现在贫困户还

有7户。”在村两委大院的脱贫攻坚办公
室里，张雪霞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个个贫
困户档案夹，里面整齐地码放着精准扶
贫明白卡、脱贫帮扶计划等项资料。

与不少贫困村相似，在西窑村的贫
困户中，因病致贫占了大头。史谦和一
家便是其中一例。

史谦和今年63岁，家住在村口。“谦
和，俺们来看您了。”村党支部书记曹兰
英是个大嗓门，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来
到史老汉家。院里黑漆漆的，只听到有
人在忙活着喂牛，停了片刻，一位老汉
出来招呼，把我们往屋里让。

贫困的发生是动态的，灾难有时来
得猝不及防。围坐下来，史老汉讲起了
一家的遭遇：他长期患有重症慢性病，属
于半劳动力；儿媳前几年做过开颅手术，
除了能做饭之外，其他什么活儿也干不
了，两个孙女正在上小学；原本做建筑工

养家糊口的儿子去年突发精神分裂症，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到处举债看病，整
个家庭陷入困境。

“这是去年新盖的房子，只拉起了
整体框架，还没来得及粉刷装饰，家里
就突发变故……”曹兰英插话道。

不过，国家的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
让史老汉一家看到了希望。“村里为俺
家办理了重症慢性病医保卡、残疾证、
低保、教育扶贫补助等，帮助俺们走出
困境。”史老汉颇为激动地说。

“动真情、用真劲、扶真贫，就是用
‘绣花’的功夫让贫困群众最大限度地
享受到扶贫政策的红利。”置身脱贫攻
坚一线，张雪霞感触很深。

扶贫既要“输血”，更要“造血”。史老
汉是养牛能手，曹兰英在一旁出起主意
来：乡政府决定发展养牛产业，西窑村水
草丰茂，村里会积极帮助他参与政府组织

的贴息养牛致富项目，助力持续增收。
张雪霞在一旁也满怀憧憬地说，未

来，西窑村还将逐步化山区劣势为优势，
丘陵坡地扩大中药材种植面积，临近水
源和公路的耕地改种蔬菜，发展无公害
蔬菜大棚、订单养殖；挖掘整理西窑村隐
士文化资源，发展农业休闲观光产业。

西窑村是颍水之源，有隐士湖的湖
光山色，有富有回族特色的风味美食，
有原生态无污染的粮食果蔬……沉醉
在未来幸福美好的前景中，史老汉脸上
露出朴实的笑容。

走出史老汉家，对面是落成不久的
村文化广场，路灯投射出明亮的光芒。
村口颍河水叮咚流淌，史老汉家的两个
孙女和村里的孩童在广场上追逐嬉戏，
不时传出阵阵欢笑声。这笑声回荡在
宁静山村的夜空中，回荡在人们期盼早
日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心田里。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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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高超）6 月
15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在郑州会见了参加第三次全省
人民防空会议的代表。他强调，人民防
空为人民，要切实增强“四个意识”，提
高政治站位，明确目标任务，坚持融合
发展，加强组织领导，努力开创我省人
防事业发展新局面。

省领导陈润儿、许甘露、穆为民、周
利、王铁参加会见。

谢伏瞻等在会见时同代表们亲切握
手，并合影留念。谢伏瞻说，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人防工作，强调人民防空是国之
大事、国家战略、长期战略，出台了关于
深入推进人民防空改革发展若干问题的
决定，并实施一系列重要政策举措。去
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第七次
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
话，为做好人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全省
各级党委、政府和人防战线要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防
建设的要求上来，深入贯彻第七次全国
人防会议精神，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努
力开创河南人防事业发展新局面。

谢伏瞻强调，一要提高政治站位。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做好人防工作有备
无患。要准确把握人民防空的新定位、
新目标、新使命、新要求、新路径，深刻认
识人防的战略性、重要性、紧迫性，切实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人防工作真正摆
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大局中统
筹安排、同步推进，把人防工作做好。

二要明确目标任务。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建设强大巩
固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的奋斗目标，
认真落实我省关于深入推进人民防空
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人防建设“十三
五”规划，推进重大工作专项和重大项
目建设，努力推动河南人防建设进入全
国先进行列，为建设强大巩固的现代人
民防空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三要坚持融合发展。转变人防建
设发展方式，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坚持人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
调，注重人防建设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

衔接，统筹城市地上地下空间一体规划
建设，把人防工程建设与市政、住建、交
通、环境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满足防
空袭、防灾害、防事故、防恐怖袭击等需
要，服务于交通、停车、仓储等民生领
域，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
支援的职能使命。

四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人
防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实好人防军政共
同领导体制。各级党委、政府和军事机
关要高度重视人防工作，及时研究解决
人防建设重大问题。要加强人防部门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调动人防战

线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努
力把河南的人防事业做好。

许甘露在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全
省人民防空先进县（市）区的通报。27
个全省人民防空先进县（市）区、33个全
省人民防空先进集体、86个全省人民防
空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

周利、王铁出席会议并讲话。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政府分管

负责人及人防办主任，各军分区（警备
区）、省直管县（市）人武部军事主官，省
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等参加会
议。③3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董学彦）6

月14日至15日，省委副书记王炯到
许昌市襄城县、安阳市内黄县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深入农村和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看望慰问贫困户和驻村干
部，了解产业扶贫和脱贫工作情况。

调研期间，王炯强调，脱贫攻坚
是党中央明确的一项极其重要、极
其严肃的政治任务。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重
中之重的位置，省委书记谢伏瞻、省
长陈润儿亲自挂帅、强力推进。要
认真落实好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

以钉钉子的韧劲，扎扎实实做好工
作，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在襄城县湛北乡山前李庄村和
紫云镇雷洞村，王炯仔细查看贫困
户档卡建设情况，与乡村干部进行
座谈交流。他说，档卡建设是做好
脱贫攻坚的基础工作，乡村干部处
在基层一线，要以“绣花”的功夫抓
工作，推动各项政策落实。在贫困
户李俊峰家中，王炯详细询问其致
贫原因、乡村帮扶措施是否到位
等。在得知襄城县组织了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下转第二版）

谢伏瞻在会见第三次全省人民防空会议代表时指出

提高政治站位 坚持融合发展
努力开创人防事业发展新局面
陈润儿参加会见

跨境电商通关平台建设的“西工速度”
——写在洛阳市首个跨境电商通关平台投用之际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吴云骊

这是新的一页！6月 16日，位于
西工区的洛阳市首个跨境电商通关平
台正式投入使用，在洛阳现代开放体
系建设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新的平台！自此，洛阳不仅有
了“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平台，更利于
洛阳市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合作新高地。

这是“一号工程”！西工区抢抓机
遇，把建设洛阳跨境电商通关平台作
为头等大事的“一号工程”，强力推进。

这是一种速度！从4月15日开始
动工到6月 16日正式运营，西工区凝
心聚力、克难攻坚，创造了河南跨境电
商通关平台建设的“西工速度”和“西
工标准”，受到专家组高度评价。

抢抓机遇，建洛阳首个跨境
电商通关平台

河南自贸试验区获批建设，为洛
阳发展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创造了

新机遇。
大开放需要大平台。建设跨境电

商通关平台，是推进洛阳“9+2”工作布
局，加快构建现代开放体系、发展开放
型经济的应有之义。

西工区着眼于抢抓国家“一带一
路”和自贸区建设重大机遇，把跨境电
商通关平台作为推动高端服务业发展、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助
力洛阳打造带动全省发展新的增长极。

西工区培育的洛阳五洲国际跨境
电子商务产业园，目前已与亚马逊、易
贝、大龙网等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进驻电商企业 47家，
其中跨境电商企业18家，有进驻意向
的企业400余家。

海关专家介绍，此前洛阳市企业

的跨境货物和邮件需要从郑州、青岛、
上海等地报关。而洛阳建成跨境电商
通关平台后，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通
关手续。

这种模式，一方面极大方便洛阳跨
境电商企业报关，节省大量通关时间，
提高物流效率；另一方面弥补了洛阳跨
境电商产业发展缺失的重要环节，为本
地企业提供了更优的发展环境。

克难攻坚，创下平台建设的
“西工速度”

建设跨境电商通关平台是一项全
新工作。

为打破跨境电商通关平台建设瓶
颈，西工区主要领导带队，多次组织专
员赴珠海、南通等地考察，学习跨境电

商产业运营、海关通关平台建设等创
新经验和方法。

在洛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
西工区积极同洛阳市商务、海关、国
检、邮政等部门对接，申建跨境电商通
关平台，并获得郑州海关批复。

4月 15日，洛阳市首个跨境电商
通关平台正式破土动工，同时，目标直
指6月16日完成通关“第一单”。

“这中间要完成征迁、招投标、设
备生产、人员招聘培训等大量工作，时
间紧、任务重。我们去别的地方考察，
都说不可能实现。”洛阳市西工区商务
局局长宋亚丽感慨道。

如何打赢这场硬仗？西工区倒排
时间、各环节同步推进，逐月逐周逐日
进行节点安排。

在建设中，20个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心往一处想、
劲儿往一处使：财政局保障资金按时
到位；投促局拟定完成相关扶持政策；
人社局招聘选工作提前完成；海关、国
检、邮政等部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有力推动平台建设。

6月 13日，河南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专家组对洛阳跨境电商通关平台软
硬件设施进行评估，准许开展跨境电
商业务。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更是
对西工区通关平台建设速度之快、建
设标准之高给予高度评价。

开放新高地，打造豫西最大
通关贸易平台

6月15日，记者在跨境电商通关平

台综合服务大厅看到，通关各项准备工
作就绪，只待16日“第一单”通过。

据了解，该平台是以西工区为主
导，海关、检验检疫、邮政等部门进驻
运行的一体化通关平台，将依托洛阳
先进制造、特色产品等集聚优势，先期
搭建跨境电子商务监管中心，开展“一
般出口”“直购进口”试点工作，待条件
成熟时开展“保税进口”试点工作。

为推动平台健康持续发展，西工区
正抓紧制定和出台跨境电子商务产业扶
持政策，将在创新政策保障、增加资金投
入、引进人才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西工区主要领导表示，下一步，西
工区将借助河南自贸区洛阳片区和洛
阳综保区优势，加快跨境电子商务产业
集聚，打造集线上销售、支付结算、一站
式通关、出口退税、保税仓储物流、供应
链金融等功能于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
示范园区，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产
业链，将其打造成中原地区跨境电子商
务集聚中心、中原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示
范区、豫西最大的通关贸易平台。

王炯在襄城县内黄县调研脱贫工作时指出

认真落实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
扎扎实实做好脱贫攻坚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引，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迈出坚实步伐。

跨江过河，开凿“天河”送水北上；铺路架桥，米字形高铁四通八达；上天
入地，中原枢纽连通世界……一个个重大工程的开建、一项项战略规划的落
地，既助推着经济发展，也传递了民生关怀。

今日起，本报推出重磅策划“砥砺奋进的五年 崛起中原更出彩”，围绕
我省近五年来的重大建设成就、重点民生工程，以全媒体阵容进行全景呈
现，为出彩中原建设助力，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献礼。③1

本报今起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
崛起中原更出彩”系列特刊

04～05│特刊

6月15
日，省委书
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等在
郑州会见了
参加第三次
全省人民防
空会议的代
表。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本报记者 董娉

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卢森堡首相格扎
维埃·贝泰尔时强调，要深化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
金融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
之路”。在此之前，贝泰尔刚刚结束了对河南的访问。

总书记为何特别提到郑州与卢森堡的合作？究竟
是什么吸引卢森堡首相来到河南？

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合作倡议后不久，河南民
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与卢森堡货航就正式“联姻”，开始
打造一条横贯亚欧的“空中桥梁”，构建覆盖全球的“双
枢纽”航空货运网络。

开辟一条国际货运航线
2014年 1月 14日，一条重磅消息引爆全球航空业：

河南航投出资 2.1625 亿美元收购了卢货航 35%的股
权。一个内陆省份“默默无闻”的企业，缘何与国际资深
货航“大佬”走到一起？

“郑州与卢森堡的区位优势有异曲同工之处，构建
一条空中亚欧大陆桥，覆盖亚洲和中东、欧美和非洲市
场，可以实现双方的诉求，形成共赢的良性发展。”卢森
堡可持续发展与基础设施大臣弗朗索瓦·鲍什表示，因
为看中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个国家战略，
卢森堡政府将橄榄枝抛向了河南。

今年2月2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等省领导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调研时表示，要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推动航空港
实验区加快发展，加快提升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建
成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和国内大型航空枢纽。

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至今，河南航投与卢货航不断完
善通航点布局和航线网络。目前，卢货航全年货运量占郑
州机场同期货运总量的四分之一，航点覆盖全球9个重要
枢纽城市，累计国际货运量、国际货运航线数、国际航班数
量、国际通航点等主要指标均居郑州机场首位。

“河南响应中央‘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发展与卢森
堡在经贸、文化、旅游、航空铁路物流等多领域的交往合
作。”6月 13日，谢伏瞻在郑州会见贝泰尔，并和陈润儿
共同见证有关合作协议的签署时表示，河南和卢森堡双
方发展战略契合度高，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积极
推进双方全方位合作，创造更多合作成果。

带来一串“蝴蝶效应”
从航线开辟到航班逐渐加密，从航空运输到国际贸

易，我省正在全面深化与卢森堡的合作，演绎出现实版
的“蝴蝶效应”。

随着卢货航不断加大在郑运力投放规模，航班由开
航时的每周 2班加密至每周 15班，目前已覆盖国内 92
个城市，以及卢森堡、德国、英国、比利时等主要欧洲国
家的重要区域，基本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一点连三
洲，一线串欧美”的航空国际货运网络。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使河南与欧盟国家的贸易
往来更加频繁。2015年1月，河南航投与卢货航在卢森
堡当地成立了“新鲜卢森堡”公司，把航空货运转化为贸
易往来。（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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