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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8日，商
丘市环卫工人正在
清理运河水面漂浮
物。近年来，该市
按照“控源截污、内
源治理、疏浚活水、
生态修复”的推进
原则，一河一策，标
本兼治，科学统筹
城市黑臭水体综合
整治工作，打造出
了“河道清洁、河水
清澈、河岸美丽”的
城市景观。⑨6
崔申义 摄

□本报记者 吴烨

最是一年景好时，魅力崤函逢盛
会。

5月 25日至 30日，备受瞩目的第
二十三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
五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简称

“一节一会”）在三门峡隆重举行，上演
了一场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交流合作、
广交天下朋友的精彩大戏，也展示着
这座城市着力转型创新发展、发力“三
次创业”的勃勃生机。

在为期 5天的活动中，与会客商
接近 5000 人次，直接参与活动的游
客、驴友、泳友、车友、合唱队员、参展
商、采购商等超过了 2万人次。节会

超前的谋划、严谨的组织、多彩的亮
点、丰硕的成果、广泛的参与，给中外
嘉宾和各界群众以深刻的印象。

大黄河旅游：品牌越叫越响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
来。

从1992年开始，三门峡依托瑰丽
雄奇的黄河景观和博大精深的黄河文
化，连续成功举办了23届黄河文化旅
游节。特别是近年来，三门峡以黄河
文化旅游节为平台，联手沿黄城市和
省份，倡导成立“沿黄九省（区）黄河之
旅旅游联盟”，联手推出“中国大黄河
旅游十大精品线路”，成立了沿黄九省
（区）自驾车旅游联盟、旅行社合作联

盟和全媒体旅游宣传联盟，确定了三
门峡在“大黄河之旅”中重要节点城市
的地位。

在今年的旅游节上，沿黄九省
（区）旅游主管部门及旅游企业的代
表，与来自欧洲、北美、东南亚等主要
客源国的旅游批发商对接洽谈，推广
采购黄河旅游产品。大会主办方还邀
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流媒体走进
三门峡，探访中华文明、丝路之源，共
同打造“中华源”黄河国际旅游目的地
和黄河旅游节知名品牌。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已成为黄
河流域唯一以黄河文化旅游冠名举
办，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
旅游节庆活动。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近年
来，三门峡通过文化旅游节这个载体，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旅游环境，发
展旅游的优势逐渐凸显。特别是新一
届市委成立以来，把旅游作为一个新
的增长极，三门峡迎来了旅游最好的
时间。2016年，该市旅游接待人数达
到 3028.3万人次，实现了旅游总收入
258.2亿元。今年以来，全市旅游业转
型升级步伐继续加大，并保持了快速
增长的势头。”

经贸与会展：注重务实创新

本届节会经贸活动的最大亮点，
就是三门峡与央企的深度合作。据介
绍，这次共有14家央企与三门峡方面

签订合作项目，投资总额为 287.54亿
元，占这次节会签约总额的 64%。另
有7家央企与三门峡进行了深入的洽
谈对接。

据统计，在这次集中签约的66个
经济合作项目中，新材料、环保及环保
设备、能源、煤化工、装备制造等一批
事关三门峡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项目
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不仅为“一节
一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三
门峡转型发展增添了新动力。

本届节会的另一个看点，就是“一
带一路”沿线特色商品在会展中唱主
角。作为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的
永久举办地，这次特博会精挑细选了

“一带一路”沿线的 18个国家和地区

前来参展，印度的红木工艺品、泰国的
热带水果和我国台湾的小家电、宜兴
的紫砂、东北的野山珍等特色商品，都
深受当地市民欢迎。据统计，5天时
间，参观购物人数近 23万人次，现场
销售额突破4.5亿元，拉动住宿、餐饮、
旅游、物流、运输等相关产业实现收入
约17亿元。

本 届 节 会 还 积 极 顺 应“ 互 联
网+”的大趋势，成功举办了第二届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互联网+特色农
产品”采购对接会，40家采购商与参
展商现场达成 26份采购销意向框架
协议书，合同金额 4.8 亿元。采购对
接会还吸引全国 10 余个省的近 70
家企业参与，（下转第二版）

“天鹅之城”开新局 “一节一会”结硕果
——第23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5届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回眸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付首鹏

信访维稳，重在基层。就信访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综合施
策，下大气力处理好信访突出问题，
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
好。

近年来，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紧
紧围绕中央省市相关信访工作要求，
主动适应基层工作新形势，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以信访维稳工作为支点，加

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建立了
“433”信访工作机制，努力将矛盾纠
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
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
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不仅有效地解
决了信访稳定问题，也促进了全镇科
学发展。

“四抓”源头，后进村变成零上访村

曾经，信访工作是让庞村镇党委

政府为之头疼的难题：该镇的西庞村
曾发生过村民集体到镇政府上访的事
件，大庄、草店、赵屯等多个村被列为
信访事项三类村，信访户多，干部班子
不团结，干群关系不和谐。

“针对这一现状，庞村镇深入查摆
信访问题多发的深层次原因，不断摸索
总结，发现党员干部缺乏担当意识、村
务不公开、群众问题不能及时化解，是
造成信访问题的主要原因。”庞村镇党
委书记熊红万说，为此，（下转第五版）

建立“433”工作机制 谱写信访为民新篇章
——新形势下基层信访稳定工作的“庞村经验”

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6月 17日，驻马店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选举张宪中为驻马店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陈星当选为驻
马店市人民政府市长。在6月16日闭幕的政协驻马店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上，陈锋当选为政协驻马店市第四届委员会主席。③5

陈星当选驻马店市人民政府市长

今日 社评

□薛世君

“大家工作在城市，抛家舍口到村

里来扶贫非常辛苦，抓党建、促发展、

改善村容村貌，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

很大牺牲。”近日，在濮阳市范县陈庄

镇杨楼村走访贫困群众、看望驻村干

部时，省委书记谢伏瞻与罗昆等三位

省派驻村第一书记促膝交流，详细了

解脱贫部署、工作生活困难等。三位

第一书记立下誓言：“要像禾苗一样深

深扎根土地，让群众口袋富起来，环境

美起来，日子甜起来！”

“抛家舍口”“非常辛苦”“做了大

量工作，付出了很大牺牲”……这是中

肯的评价，也是广大驻村第一书记工

作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第一书记肩

负的责任重大，他们的工作关系到能

否如期完成“底线任务”、兑现“郑重承

诺”，担子重，压力也大；工作繁重，仅

精准识别就需要“一进、二看、三算、四

比、五议、六定”，每家每户都要做到

位；他们离开了家人和习惯的城市生

活，生活条件相对艰苦，当初的“白面

书生”染上了“田野”的气息……“不怕

吃苦、不怕吃亏、不怕承担责任、不怕

耽误自己”，吴树兰总结的“四不怕”可

以说体现了第一书记们的优秀品格。

脱贫攻坚的每页成绩都写着他们的酸

甜苦辣，贫困村的变化渗透着他们的

心血汗水。

“像禾苗一样深深扎根土地”，就

离不开浇水、施肥。第一书记在扶贫

一线克难攻坚，各种保障支持要及时

跟上，关心关爱要大力倾斜，解除他们

的后顾之忧、激发他们的干劲热情，为

他们鼓劲加油，助他们大展身手。具

体来说，派出单位要当好“娘家人”，从

“人、财、物”等方面全方位支持，定期

下去查看，帮忙出思路、谋规划，解决

实际困难，当好他们的后盾。所在县

乡要把第一书记当“自家人”，在交任

务、压担子的同时，也要无微不至地提

供工作生活便利。各级党委组织部门

要做“贴心人”，在政治上给予关心、生

活上给予关爱，树好用人导向，进一步

明确细化激励制度，财政等部门要提

供政策、经费、项目支持，营造第一书

记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前不久，省委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加

强驻村第一书记工作的通知》。其中既

有“落实帮扶政策、加大经费投入”等保

障措施，也有“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关爱

机制”等人性化规定，还有“对工作突出、

成效显著的驻村第一书记，同等条件下

优先提拔重用”“为第一书记办理重大疾

病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年安排一次

体检”等具体政策安排，正应了那句广告

词——“暖暖的，很贴心”。2

为“第一书记”鼓劲加油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李

骏鸣）“当我因家庭贫困无力负担学费
而茫然无措时，是慈善资助让我圆了
大学梦。”6月 18日，就读于武汉大学
的武陟县乔庙乡女孩浮文婷，回忆往
事满是感激。浮文婷仅仅是武陟县慈
善扶贫受益者的一个缩影。

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武陟县确立了“3+1+1”脱贫攻坚新模
式，“3”即为所有因病致贫住院治疗病
人办理新农合报销、大病保险和大病补
充保险，第一个“1”即民政大病医疗救
助，第二个“1”即慈善救助。该县充分
发挥慈善组织的作用，加大对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支持力度，把脱贫攻坚
网织得更密、编得更宽、筑得更牢。

“我们决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
队。”武陟县委书记闫小杏表示，近年
来，武陟大力实施慈善工程，村村建立
了慈善工作站，慈善组织架构更加健
全完善，慈善活动实现了经常化、规范
化、成熟化，建成了115所农村慈善幸
福院，3300多名农村贫困孤独空巢老
人入住养老，民政部在全国推广了武
陟慈善养老模式。

在武陟，慈善募捐活动早已深入
人心。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武陟
县委、县政府大胆探索，将慈善纳入精
准扶贫工作中，打造出“慈善+扶贫”
的新路径。

“慈善扶贫是一件惠民生、利长远
的实事、好事。”谈及下一步慈善扶贫
的工作重点，武陟县县长秦迎军说，将
继续依托慈善工作站，建立完善慈善
扶贫资金筹募机制和慈善帮扶救助机
制；依托慈善幸福院（乐龄之家），建立
慈善扶贫助老机制；完善慈善扶贫表
彰激励机制，让捐助者有自豪感和被
尊重的愉悦感。

慈善扶贫有力助推了全县脱贫攻
坚工作。武陟县民政局局长张荣举向
记者“晒”出了慈善扶贫的成绩单：开
展大病家庭、贫困学生、突发事件慈善

扶贫救助活动，修建文化广场、学校，援建慈善幸福院，探
索建立“慈善+产业”扶贫模式。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
慈善扶贫救助金3260万元，惠及群众12.6万人次。

慈者仁心，善者大美。慈善已根植于每一个武陟人
心中，爱心已撒遍武陟的每一个角落。当下，武陟正致力
打造慈善扶贫的“新样板”。③6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通讯员 张拥军）6月 17日一大早，家
住新乡市卫滨区中同街的王丽娟，和
往常一样，带着两岁多的宝宝来到东
方文化商业步行街，美美地逛了一个
上午。

记者在这里看到，700米的商业
街上有圣贤、忠义和孝德三个街心广
场，安放着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为
主题的 39组 75尊大师级雕塑，浓缩
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街道两侧则
是一家家窗明几净的店铺，商品琳琅
满目、应有尽有，宜人的环境让人不
禁有了购物冲动。

据了解，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营
业面积 4.1 万平方米，入住商户 540
家、国内知名品牌56家，提供各类就
业岗位1500多个，日均客流量1万余
人次，年营业额超过2亿元。

“这是卫滨区的旧城改造项目，之
前被群众戏称为‘新乡龙须沟’，现在
跻身‘新乡新八景’。”卫滨区委书记孔
凡旭说，东方文化商业步行街是卫滨
区传统商业升级的一个缩影和样板，
该区发挥商业氛围浓厚和文化资源丰
富的优势，打造功能聚合、文商共生的
综合商圈，推进文化、商业、人居融合
发展，引导传统商业转型升级，解决了
商业业态单调、产业链不健全、综合带
动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卫滨区充分利用卫河沿岸600米
带状街区和绿化区、老卫河公园 3.3
万平方米山水园林景观优势，整合卫
河南岸5万平方米仿古建筑、陶瓷博
物馆、望野博物馆、新乡市群艺馆等
文化产业，营造出文化产业发展的浓
厚氛围。

深入挖掘地域、历史等独有的文
化资源，以卫水文化、牧野文化、河朔
文化等为基础，整合河朔图书馆、暴
张纪念堂、卫河老码头等历史文物资
源，注入“文化、创意、休闲”等相关元
素，打造出以民国为主题的历史文化

与现代感交融的文化商业街区。
文化引领传统商业提档升级，卫滨区“文化商圈”活力

彰显。卫滨区区长冯利霞说，卫滨区特色商业区已入驻企
业126家（其中限额以上23家），个体经营户达4570家，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11.9亿元，前不久荣获省先进服务业“两
区”称号。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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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娉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卢森堡首相
时特意点名地方合作，这还是很罕见
的。”连日来，“空中丝绸之路”成为中原
大地“热词”。6月17日，河南大学经济
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
明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郑卢空中
丝路建设的耀眼成绩单，契合了总书记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家构建立
体化对外开放大通道再添助力。

服务“一带一路”航空潜力巨大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我国对

外开放的顶层设计。耿明斋告诉记者，
世界范围40%以上的贸易价值是通过
民航运输实现的。因此，加快推进海陆

空全方位的国际运输便利化，是适应
“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古代丝绸之路上，商旅们要经过
长途跋涉，跨越千万里到达目的地。而
同样的距离，如今几个小时飞行就能够
解决。以航空为基础的‘空中丝绸之
路’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强大助力。”他
接着用数据阐述了航空业的重要性。

“在过去40年中，航空业对经济增
长的平均贡献率是5%。可以说，航空
业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竞争

力。”耿明斋说。

打造货运枢纽 河南抢占先机
发展航空经济，河南抢占了先

机。“区位和交通对于河南来说，是无
可替代的发展优势。”在耿明斋看来，
正是因为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个国家战略
的实施，才使其成为我省打造区域竞
争新优势、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的战
略突破口。

“总书记点名郑卢‘空中丝绸之
路’也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耿明斋说，
近年来，一系列国家战略规划、战略平
台的叠加效应，使河南在全国大局中
的地位不断提升。“在打造国际航空货
运枢纽的过程中，郑州—卢森堡‘双枢
纽建设’使河南在全球航空经济版图
中成为亮眼的名片。”

从 2014 年初河南航投与卢货航
“联姻”打造空中桥梁，到现在获得国
家层面的肯定和支持，这无疑给河南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
挑战。他说：“我们应该主动担当，以
此为契机作为打好‘四张牌’的重要举
措，为全省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
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下转第二版）

抓机遇 迎挑战 新丝路上再出发
——专访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

架空中丝路架空中丝路 迎中原机遇迎中原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