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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理念 引领发展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李传军 王为
峰）初秋时节，台前县夹河乡卢庄村生态园迎来

“水果季”，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与此同
时，村里的大型养驴基地、垂钓园、特色小吃一
条街等乡村游项目，初具雏形。“俺老两口在生
态园打工的收入，加上入股分红，一年能挣2万
多元。”9月7日，村民赵继良开心地对记者说，

“去年俺村摘掉了‘穷帽子’，老百姓的日子真是
越来越好啦！”

台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我省“三山一
滩”脱贫攻坚主战场。2016年，该县脱贫攻坚
首战告捷，实现稳定脱贫2371户、8031人，19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

“脱贫不是终点，小康才是目标。”台前县委
书记常奇民告诉记者，县委、县政府及时总结差
距不足、找准弱项短板、明确发展战略、细化任务
分解，以钉钉子的精神和分秒必争的状态，开启
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冲刺全面小康的“倒计时”。

围绕抓脱贫攻坚补短板，台前县算好精准
扶贫账。

从去年开始，台前县采取送企业车间下村、
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改造提升原有就业点等
举措，新建和改造提升“扶贫车间”124个，帮助
困难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该县继续把产业扶贫
作为主攻方向，做强做优精准扶贫就业基地和
产业扶贫基地，（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通讯员 王
冬安）9月 8日，走进新野县鼎泰电子精工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根根细过发丝的微钻针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该公司研发部经理谭艺飞
介绍：“0.075 毫米的钻针是公司推出的新产
品，已经量产，在行业内属于顶尖产品，价格是
老产品的2倍至3倍。”

鼎泰电子是新野县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一个
代表。新野县委书记、县长燕峰说，新野县把科
技创新放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突出科技创
新主线，打好“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实施科技型
中小企业培育工程、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所合作”
三张牌，不断推进产品标准化、企业品牌化、产
业高新化，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

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棉
纺织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棉纺织龙头企
业，坚持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投资 1000 多万
元，先后实施了 4个科技攻关项目，全年累计
挖潜增效 600多万元。在新野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华星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的
带领下，该县棉纱、棉布生产水平均跨入国内
先进行列，整体技术装备水平在全省处于领先
地位。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引进一批
中小高新企业在新野落地生根。（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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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芳）城乡建设，规
划先行。9月8日上午，河南省城乡规
划委员会和省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召
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标志着两个委员
会正式进入实质工作阶段。

省长、省城乡规划委员会主任
陈润儿出席会议并讲话，寄语各位委
员特别是专家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共同把好规划的方向关、编制关、质量
关、实施关，以科学、权威的高质量规
划，系好城乡建设的“第一粒扣子”。

会议通报了全省城乡规划工作开
展情况，审议通过了省城乡规划委员
会、省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的职责和
议事规则。

与会的省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
专家逐一上台，从陈润儿手中接过了
聘书。

陈润儿在讲话中指出，省城乡规
划委员会和省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的
成立，旨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建立省政府领导下，专家领衔、部门
协调、公众参与的城乡规划管理机制，
全面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陈润儿进一步说，要深刻认识到，
两个委员会的设立，是确保城乡规划科
学的需要，是提高城乡规划水平的需
要，是强化城乡规划权威的需要。当前
河南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城
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走出一条既具有
时代特征，又符合河南特点的生态、融
合、适度、集约、高效的新型城镇化路
子，需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规划
引领，离不开专家们对城乡规划一些重
大思路、重大战略、重大决策的政策咨

询、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要充分发挥
专家的作用，广开言路、广求良计、广纳
善言，为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
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陈润儿对两个委员会下一步的工
作提出了四点希望。一要把好规划方
向关，切实把好城市定位，精心塑造城
市特色，充分彰显城市魅力，切忌贪大
求洋，避免“千城一面”。二要把好规
划编制关，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做
好以绿“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
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三要把好
规划质量关，既要立足当前、又要着眼
未来，既要立足全面小康、又要注重现
代发展，求高、求精、求美、求特。四要
把好规划实施关，每一个城乡总体规
划，都必须通过专家委员会审议，总体
规划下一些重大设施的建设，也要征

求专家委员会的意见。规划一旦确定
就要严格执行，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坚决杜绝“一任领导、一
版规划”的现象发生。

陈润儿特别寄语各位专家，要站
在对历史负责、对城市负责、对人民负
责的高度，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建言献
策，把更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风范
带到规划建设实践中，使河南的城乡
规划更具系统性、战略性和科学性，帮
助提升河南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的科学决策水平。

会议由副省长徐光主持。住房城
乡建设部原副部长、国务院参事、省城
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仇保兴作了题
为“深度城镇化”的专题讲座，同济大学
教授陈秉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李
小建代表受聘专家作了发言。③6

本报讯（记者 王晖）9月 8日，记
者在台前县侯庙镇张楼小学采访，特
岗教师张利敏的英语课上，不时传来
孩子们的笑声。自2009年实施“特岗
计划”以来，台前县补充特岗教师
1150名，这批教师纷纷在乡村学校的
讲台上挑起了大梁。

张利敏告诉记者，2009年前，台
前县 1463 名小学教师中，46岁以上
的教师占53%，当地人用“爷爷奶奶教
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
中”来形容农村学校的窘境。

“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台前
县的遭遇也是多年来我省乡村教师队
伍普遍面临的尴尬。

为改变这种局面，乘着2009年教
育部、财政部扩大“特岗计划”实施范
围的东风，我省不仅按照国家要求实
施好国家“特岗计划”，同时启动实施
地方“特岗计划”，每年招聘地方计划
特岗教师5000名，由省财政列出专项
经费给予支持。2017年，地方计划特
岗教师招聘规模扩大到6000名。

据省教育厅统计，实施“特岗计划”
以来，中央财政累计下达我省专项资金
33.9亿元，省财政配套经费26.7亿元，
共招聘10.5万名特岗教师到农村学校
任教，受益范围覆盖全省108个县（市）、
7000多所农村学校。近年来招聘的特
岗教师中，体音美、信息技术等薄弱学

科教师占比达到18.9%，师范类毕业生
的比例在65%以上，在村小、教学点任
教的比例在35%以上；2016年，我省服
务期满考核合格且留任的特岗教师共
9567名，占当年招聘总量的87.6%。

西峡县米坪初中是一所偏远的乡
镇学校，崭新的教学楼里电子白板、投
影仪、电子琴等教学设备一应俱全，走
进音乐室、图书室和实验室，看不出和
城里的学校有啥区别。26岁的特岗
教师贾艳对目前的工作生活环境都很
满意：“食堂干净卫生，宿舍每人一
间。听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事说，10
年前她刚来的时候住在只有9平方米
的宿舍里，洗澡还要自己烧水呢。”

只要用心，就能留下人。我省对
国家计划和地方计划特岗教师同等对
待，地方计划特岗教师工资补助标准
随国家计划工资补助标准动态同步调
整，确保全部特岗教师在工资、待遇、
福利、评优评先等方面，与当地教师享
受同等待遇。

为引导和鼓励特岗教师服务期满
后继续留在当地任教，从2016年起，我
省特岗教师招聘实行“县来县去”“乡来
乡去”的优先录用和分配政策。信阳市
率先出台了《特岗教师管理办法》，实现
特岗教师市域内的流动。总体来看，我
省特岗教师服务期满留任的比例高达
90%，入编率为100%。③6

陈润儿在省城乡规划委员会和省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发挥专家作用 把好规划关口
系好城乡建设“第一粒扣子”

告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尴尬

10万特岗教师补齐乡村学校短板

9月8日上午，2017
中国·宁陵第十一届酥
梨采摘节在万顷梨园景
区拉开帷幕。

本届采摘节以“畅
游梨花小镇、乐享醉美
宁陵”为主题，时间为9
月 8 日至 10 月 8 日。
其间将举办徒步穿越
行、“唱响中国”梨园演
唱会等多项活动。⑨6
（文/本 报 记 者 王 平
图/吕忠箱）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8日，国家主
席习近平应约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法传统
友谊。我同总统先生在汉堡首次会晤时，
就发展强劲有力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达成重要共识。双方应当在相互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基础上，继续开
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
赢，推动中法关系持久健康稳定发展。中
国视法国和欧洲为维护世界稳定繁荣的

重要力量，我赞同两国就全球和地区重大
问题保持密切沟通协调。

马克龙祝贺中国成功举办金砖国家
领导人厦门会晤，表示法中是全面战略伙
伴，当前国际形势下，法中合作应对全球
性挑战比以往更重要。法方致力于深化
法中关系，开展好机制性对话，加强经济、
核能、环境等领域合作。

两国元首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看
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持朝鲜半岛无核

化目标，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坚
定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朝鲜半岛问题
最终只能通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
方式解决。希望法方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为缓和局势、重启对话发挥
建设性作用。

马克龙表示，法方致力于维护朝鲜半
岛和平稳定，重视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上的立场和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
合作，推动妥善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习近平应约同马克龙通电话

金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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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乔林生）9月 8日，由郑州市政
府、郑州商品交易所等联合主办，省政
府金融办、河南证监局、大河网络传媒
集团协办，郑东新区管委会、期货日报
社等共同承办的2017第二届中国（郑
州）国际期货论坛开幕。中国证监会副
主席方星海，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
赵铁军等出席；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
会原主席蒂莫西·马萨德，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
所所长樊纲等作主题演讲。

本届论坛以“期货市场服务国家
战略”为主题。方星海表示，今年以
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扩大金融
业对外开放，通过开放提升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期货市场通过期货
价格，引导商品、资本等资源在全球范
围内流通、配置，是最具全球化特征的

金融市场，理应在推动金融开放中发
挥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的
对外开放已取得可喜成绩——保税交
割试点全面展开，引入境外投资者取
得重大进展，与境外证券期货市场机
构股权合作取得新突破。铜、PTA、铁
矿石等期货品种的价格已成为国内外
贸易重要的定价参考，整个期货市场
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今年 7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金融工作
作出了全面部署。”郑州商品交易所理
事长陈华平表示，围绕服务实体经济
与国家战略，郑商所将积极响应实体
企业需求，努力推动苹果、红枣等期货
品种早日上市，积极推进棉花、PTA期
权研发工作，并争取尽快推出场外交
易平台。③6

2017第二届中国（郑州）
国际期货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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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议题正为全国所关注
鼓干劲 聚合力 决胜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