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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烨 尚杰 通讯员
张海军)8月22日，卢氏县潘河乡下河村
的贫困大学新生刘阳，收到了省慈善总
会送来的5000元资助款，跟他一起受到
资助的，还有99位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大
学生。该县教体局、县总工会、县老促
会、团县委也将分别资助贫困家庭大学
新生，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困失学。

卢氏县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和“三山一滩”扶贫工作重
点县。在强力推进脱贫攻坚的进程中，卢
氏县奋力补齐山区教育发展短板，阻断贫
困代际传递，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
的教育资源，升腾起老区发展的新希望。

构建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资助政策全
覆盖。卢氏县在三门峡市率先实现了对
贫困学生的全程资助，对建档立卡贫困
户和家庭经济困难的在园幼儿，每人每
学期发放500元补助；对贫困家庭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在免除学杂费、教科书费
的基础上，按照年均小学生1000元、初
中生1250元的标准对寄宿生发放生活
补助费；免除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的
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并按照每人每年
2000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

倾全县之力改善办学条件。卢氏县
重点抓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投入资金
2.87亿元对17所学校进行改扩建。同时，
卢氏县抓住被确定为金融扶贫试点县的
机遇，努力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把
60所学校的建设、采购、达标升级等任务
进行项目包装，采取融资方式进行实施。
项目总投资8.38亿元，计划融资7.2亿元。

提升待遇确保农村教师“留得下、稳
得住、教得好”。自2009年开始，卢氏县
已累计招聘特岗教师1237人，全部分配
到乡镇中小学，提高了基层的师资水
平。卢氏县不断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
遇，为每人每月发放50元至900元不等
的补贴。此外，卢氏县还为经济特别困
难的在职在编教师发放临时补助，近几
年已有84人分别领到了1万元的资助。

“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
策。”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说，扶贫先扶
智，在卢氏全县上下奋力决战脱贫攻坚
的征程中，教育扶贫和金融扶贫、产业扶
贫、易地搬迁扶贫多种举措共同发力，助
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让老区群众迈进
全面小康的步履更加坚实。③5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通
讯员 卞瑞峰 马啸）8月 23日，原阳县
路寨乡后大柳村村民王丽娟，步行几分
钟就来到村口的鑫涵服装制衣厂上班。

“不耽误地里的庄稼，也不耽误照顾
老人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挣钱，俺心
里别提多高兴了！”王丽娟说，如今她刚度
过“学徒期”，平均每月能挣上2000多元，
等到成了熟练工，收入还会大幅提升。

制衣厂负责人邓丽琴告诉记者，这个
规模不大的加工点，让当地70个富余劳
动力顺利就业，对其中15个贫困群众，每
月还会额外支付工资的5%作为补贴。

在原阳采访，记者发现，鑫涵服装
制衣厂这样“家门口的企业”越来越多，
像王丽娟这样的贫困户，可以靠就业改
变家庭的经济状况。

“产业是脱贫之基，就业是致富之本，
群众脱贫致富最终要看产业、靠就业。”原
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说，该县近年来致力于
培育、发展、壮大带动能力强的产业，把
产业做成“就业经济”，扩大就近就业渠
道，让群众不用东奔西走就能增加收入，
让脱贫攻坚工作的步伐更快更稳健。

为推动“就业经济”快速发展，该县
积极建设转移就业基地。落实企业贴
息、基地奖补等优惠政策，建成转移就
业基地 38个，帮助和带动贫困劳动力
2000余人实现就业。同时采取入股分
红模式，建成产业扶贫基地98个，实现
111个贫困村全覆盖。

引导贫困户自主创业。为5个到户
增收项目发放补贴2.5万元，投入1000
万元建立融资风险补偿资金池，累计为
贫困群众担保贷款200万元，并对贷款
进行贴息，引导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实
现脱贫致富。

“就业经济”在脱贫攻坚中效力初
显，2016年，原阳县投入资金近2亿元，
实施各类扶贫项目 1249个，当年实现
6123人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2015
年的5.5%降至4.2%。

“就业经济”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据
原阳县县长王保明介绍，今年上半年，
该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21.3%，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2%，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12.8%，公共财政预算增
长7.9%。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8月 24日，由
全国工商联主办，工信部、国家工商总
局等支持的 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在济南揭晓，河南 15家企业入选，
同时有25家豫企入围2017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500强，3家企业首登中国
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

今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入
围门槛为年营业收入 120.52亿元，较
上一年度增加了 18.77亿元。华为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苏宁控股集团、山东
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位居2017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前三名。华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
司、正威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位居2017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前三名；苏

宁控股集团、海航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位居中国民营企业
服务业100强榜单前三名。

入选 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榜单的豫企 15家，比去年多了 3家。
双汇集团以营业收入539亿元排在豫
企榜首，居总榜单的第76位；营收415
亿 元 的 郑 州 中 瑞 实 业 集 团 、营 收
376.85亿元的郑州宇通集团分列上榜
豫企第二、三位。天瑞集团、森源集
团、黄河实业、众品食业、中洋联合集
团、金汇不锈钢产业集团、龙成集团、正
商置业、金龙精密铜管、济源万洋冶炼、
金利金铅、辅仁药业分列第150、186、
276、279、310、374、376、377、386、
436、493、496位。其中，双汇集团、中

瑞集团、中洋联合集团、正商置业均是
新晋入选。从所属行业来看，金属冶炼
类传统产业仍占有较大比重。

另外，在子榜单2017中国民营企
业制造业500强中，共有25家豫企上
榜，除了已经上榜民营企业 500强榜
单的双汇、宇通、森源等，还有济源钢
铁、瑞贝卡控股、科迪食品、卫华集团、
信阳钢铁、明泰铝业、中原内配集团、
凤宝特钢、天海集团、心连心化肥、新
亚纸业、思念食品、万达铝业。

在另一份子榜单中国民营企业服
务业100强中，郑州中瑞实业集团（商
务服务业）、中洋联合集团（批发业）、
正商置业（房地产业）三家豫企上榜，
打破了往届无豫企入选的局面。③5

2017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揭晓

15家豫企入选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用人单位
需要哪些人才，高校就培养哪些人
才。8 月 24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为切实掌握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对
高校毕业生的实际需求，引导高校更
加精准地按照用人单位的需要培养
人才，实现社会需求、人才培养和毕
业生就业的良性互动，我省从今年起
将建立经济社会发展对普通高校毕
业生需求调查统计制度。

调查统计对象为在我省行政区域

内注册登记、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
类用人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等，内容
主要包括各用人单位近3年来接收使用
高校毕业生情况以及未来1年、3年、5年
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情况，包括所需高
校毕业生人数、学历层次、学科专业等。

按照要求，每年9月30日前，各用
人单位需登录中国中原人才网（http:
//www.zyrc.com.cn）、河南就业网
（http://www.hn91w.gov.cn）、河

南 省 毕 业 生 就 业 信 息 网（http://
www.hnbys.gov.cn），点击“河南省
高校毕业生需求填报系统”完成填报
工作。我省将对各用人单位填报的
高校毕业生需求情况进行统计，对用
人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发布年度普通
高校毕业生需求综合分析报告和中
期需求预测。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
发布重点或紧缺专业毕业生需求、引
进目录，以及鼓励引进的毕业生目
录。③5

我省建立毕业生需求调查统计制度

人才培养迈入“按需定制”时代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聚焦米字形高铁·记者蹲点

□本报记者 李俊

桥下是已经通水的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一泓清水送京津；桥上是在
建的高铁，承载着沿线群众的热切期
盼。保水质是硬任务，保进度是严要
求，两者如何兼顾？郑万高铁方城段
赵河镇跨南水北调特大桥工程，考验
着建设人员的智慧。

8月24日中午，虽已过处暑节气，
中原大地仍是烈日炎炎。记者在施工
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离地面20米
高的桥上浇筑混凝土，一派繁忙景象。

“去年 7月刚接到这个任务时，
说实话，压力特别大，一连几天都没
睡好。”中铁十五局集团郑万高铁河
南段项目部二分部项目经理李合亮
说，水质保护单位给他们的要求是

“一滴污水都不能掉到河里”。几天
后，他终于想通了：“都是国家工程，
不能因为高铁建设给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的水质‘添堵’。”

李合亮给施工人员上了一堂保
水质的课，该项目段安全负责人王宝
兴说，“就是要让 100多位施工人员
认识到，‘高铁施工与水质保护，一个
也不能少’。”

为实现这个目标，施工人员也是

蛮拼的。记者在现场看到，桥面施
工部分设置了两道挡水墙，第一道
墙高 30厘米，第二道墙高 50厘米，
避免施工中的水发生漏渗。“一般的
水这两道挡水墙都能挡住，但在靠
近桥梁的边缘作业或发生特大暴雨
时，就不一定能挡得住了。”该项目
段总工程师谢建民说，他们模拟了
可能发生的滴水情况，自制了活动
式的悬臂集水车，“集水车可以自由

移动，施工到哪里，集水车就可以跟
到哪里。”

高铁施工，桥墩必不可少。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干渠两侧的生态保护区
内不能建桥墩，这对水渠两侧外的桥
墩拱度要求很高：两个桥墩的边跨是
74米，中跨是160米，“这里桥梁跨度
是郑万高铁河南段跨度最长的。”谢建
民言语中既有骄傲，又有担忧。

（下转第三版）

当郑万高铁“遇上”南水北调

8 月 24 日，郑万高铁方城段赵河镇跨南水北调特大桥工程建设正
酣。⑨7 马丽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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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了旅游 促了脱贫 乐了群众
——“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贫公益行动综述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李艳

一个决策，“栾川旅游”再次引发
全国关注。

一次赶考，举全县之力备战力度
空前。

一场硬仗，栾川人用心用爱顺利
通关。

一张免费票，火了旅游，促了脱
贫，乐了群众，带来多方受益。

一场冲击波，开了先河，破了纪
录，新了内涵，触发全国思考。

8月 20日 24时，备受关注的“自
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贫公益
活动圆满收官。

这场历时20天高速免费活动，不
仅使近20万辆A型客车受益，接待游
客 111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57亿元，各项指标还创下了该县旅
游单次活动最高接待纪录。

勇于创新的栾川县，更是开创了
“旅游+交通+扶贫”新模式，开创了全

国县域旅游城市先河，引发各地纷纷
推出类似举措。

一个决策，“栾川旅游”成热点

旅游产业是洛阳市五大主导产业
之一，在“9+2”工作布局中占据重要
地位。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提
出，要提升理念、提升定位、提升建设、
提升融合、提升品牌，促进洛阳文化旅
游产业实现大提升、大发展，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洛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道路，致力把洛阳打造成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

栾川旅游资源丰富，是全国首批

旅游强县、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
和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创建单位。

7月24日，省政府研究室、省交通
运输厅、省旅游局、省扶贫办、洛阳市
人民政府联合栾川县，在省会郑州举
行“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
贫公益活动新闻发布会，宣布：从8月
1日 0时至 8月 20日 24时，栾川县对
全国所有自洛栾高速栾川站、重渡沟
站下站的7座以下（含7座）客车免河
南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

犹如一泓平静的湖水，突然投入
了一块巨石。消息一经发布，便迅速
掀起滚滚波涛。短短一天时间，各媒
体报道阅读量总计突破千万人次。有
权威媒体更是点赞：这将开创全国县

域旅游城市举办此类活动的先河。
此次“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

活动,还是全国首次“交通+旅游+扶
贫”的创新尝试。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轰动全
国的“首创”活动，在没有经验可借鉴
的情况下，从提上工作日程，到对外发
布消息，仅用时半月。

栾川县的底气在哪儿？
十数年来，依靠新发展理念引领，

栾川走出了一条全产业强化旅游引
领、全区域营造旅游环境、全领域融汇
旅游要素、全社会参与旅游发展、全民
共享旅游成果的“五全”路径，栾川旅
游的创新、进取、担当意识已然融入栾
川旅游人的血脉神髓。

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说，有洛阳
市委、市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有栾川广
大干部群众的决心，有一支善思考、能
打硬仗的团队，有多年来追求创新发
展的积淀，有具体操作者敢于担当的
勇气，还有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这
就是栾川的“底气”！

这次活动所产生的高速通行费由
栾川县政府及老君山、鸡冠洞、重渡
沟、龙峪湾、养子沟、抱犊寨、天河大峡
谷7家景区共同承担。

景区愿意拿这个钱吗？
当很多人担心“高速免费”资金难

筹时，想不到的是栾川各大景区纷纷
慷慨解囊。

“县里出了费用，搞活动实际上是

在为景区服务，我们不存在想不通的
问题。”老君山文旅集团副董事长徐雷
还算了一笔账，20天的活动，将带来
一个长达20天的“黄金周”，游客的增
量至少会在去年同期游客量的50%以
上，景区的费用拿得是心甘情愿。

相比其他景区来说，重渡沟的暑期
接待长期处于接近饱和的状态。“但这
是事关栾川全域旅游的大事，它带动的
是全产业的增收，我们绝对支持。”重渡
沟风景区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峰说。

老百姓更是充满期待。在鸡冠洞
开农家宾馆的左秋红，积极响应，还引
进了一批帐篷。“这么多年了，政府的
每次策划都给我们带来了实惠，我们
就应该配合好政府把活动做好，把服
务做到位。”左秋红说他充满了期待。

此次免费政策，也得到了省交通
运输厅的大力协助支持。省交通运输
厅有关部门认真研讨，一步步化解难
题，积极促成了活动的成功实施。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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