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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新房时还很发愁，担心怎么
生活下去，如今在小区里就能务工，还
不耽误照顾孩子上学，政府替我们想
得可真周到！”9月 25日，在新安县南
李村镇江村易地安置小区的一个企业
加工车间内，村民董双凤一边熟练地
干活儿，一边高兴地说。

今年3月份，该异地安置小区进行
了集中分房。39岁的董双凤是村里的
贫困户，一家老小五口人靠丈夫打零工
生活。崭新的楼房宽敞明亮，但董双凤
却顾虑重重：新房虽好，可一家人在楼
房里的日子咋过？正发愁时，她家楼下

“吨包袋生产车间”投产。在村里的帮
助下，她到车间上班了，一天能挣五六
十元。

为了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
富，南李村镇安排了洛阳大资塑业有

限公司与贫困户结成对子，实施“大资
扶贫”项目，目前该企业先后在6个贫
困村、25个非贫困村中建立村级服务
站，带动160户贫困户就近就业。

新安部分地区山高路远，居住分
散，贫困户靠自身生产生活很难脱
贫；实施易地搬迁，贫困户搬到新居
后也有很多顾虑。针对这些问题，新
安县改变一家一户点对点扶贫、各自
为战的传统模式，以企业化运作的富
民产业基地辐射千家万户。今年以
来，该县引导洛阳大资塑业有限公司
等全县 83家知名非公企业与贫困村、
贫困户结对子，创办社区工厂，引导贫
困群众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该县还注重通过“农业车间”帮助
易地搬迁农民致富。贫困户王宗干是
五头镇舜王社区的“田保姆”之一。去
年，他所在异地安置小区成立了农业
开发公司，将村民土地集中流转后种
植市场前景广阔的油用牡丹。他将自

家的5亩土地全部流转出去，并给土地
承包商当起了“土地管理员”。除了流
转土地的2000元租金，按照每月1500
元的工资来算，王宗干每年可以获得
1.8万元的收入。“再加上老婆赚的，一
年能挣两万多元。”说起眼前的生活状
况，王宗干很是满足。

在引进企业投资的同时，该县还
主动走出去，发展原料加工业务。5月
份该县组团到浙江省义乌市参加原料
加工、移动电商培训及业务对接拓商
会，一些推介项目得到义乌来料加工
协会的青睐，双方当场签订了首批500
万元合作意向。该县五头镇在亮坪
村、蔡庄村建设来料加工车间，主要承
接义乌各类小商品来料加工，安排附

近村民100余人就业。
为助推“扶贫车间”下乡进村，

该县出台一系列形式灵活的鼓励
措施——各类经营主体到贫困村创办

“扶贫车间”，视情况给予免第一年租赁
费、资金奖补；用工超过 30 人（含 30
人），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稳定就业
40%以上的当年新建“扶贫车间”，经
验收评估后，奖补10万元。

截至目前，该县已有 28 个村的
335户贫困户找到适合自己的脱贫项
目，83家非公企业共安排就业岗位近
2000 个，人均月工资 1800 元～3000
元，帮扶贫困户发展特色农业、中药
材、养殖项目94个，民营企业帮扶投入
总金额达到1512万元。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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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杨凌）9月 26日，
记者从郑州市有关部门获悉，第十
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园林博览会拟
于 9月 29日上午正式开幕。29日
下午为园博会专家和参展城市展园
评鉴会，园博园不对外界开放，9月
30日将对公众全面开放。

郑州园博园设置了三种票种，
分别是普通票、优惠票和爱心票(免
票)。普通票 60 元/张，优惠票 40

元/张，优惠票、免票政策会严格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游客可通
过郑州园博会官方微信、官方APP
购买门票，购票均支持微信、支付
宝等移动支付。网络购票可享受
优惠票价，平常日 50 元/人，法定
节假日(含周六、周日)55元/人。官
网购票无须排队换票，可直接刷身
份证入园。游客也可在园博园南
门、东门现场窗口购票，或通过电

商渠道购票，到现场窗口换票入
园。

需要注意的是：国庆假期，园博
园每日游客接待量限定在45000人
次，园博园现场售票限额为 5000
张。通过代理商渠道销售 15000
张、园博园官方APP和官方微信网
络方式销售 18000 张、电商销售
2000 张，以上渠道不售当日票、只
售次日票。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中秋佳
节临近，月饼作为传统节令食品，
已进入消费高峰期。9月 26日，省
食品药品监管局就月饼选购、储存
等注意事项发布提示。

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购买月饼时，应选择有合法
资质的正规超市、商店，选购有

“QS”或者“SC”标识，厂名厂址、生
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执行标

准、营养标识齐全的产品。谨慎购
买小摊点特别是流动摊贩所售月
饼。购买时注意查看经营者的储
存条件是否符合产品包装要求的
储存条件，产品包装是否完整，散
装月饼的盛放容器是否清洁；不要
购买外观异常、无保质期的月饼。
购买时应索要购物小票或发票等
凭证。

消费者网购月饼时应与商家确

认月饼的保质期，尤其是现做现卖
的手工月饼，需要确定邮寄时间，
以防过期；购买时，应选择具有正
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
店铺，并尽量选择货到付款方式，
减少网购风险。

月饼忌高温又怕潮，购买后应
按照产品包装上标识的保存方法
进行保存，打开包装后应及时食
用。③7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26日，
省公安厅高速交警总队发布消息，国庆
长假期间，热点景区及京港澳高速公
路、连霍高速公路、大广高速公路车流
量将会大幅增加，郑州、开封、洛阳周边
高速公路下站口及高速公路省界站、施
工路段、热点景区周边是主要易堵路
段，司机朋友驾车出行，请避开 7大易
堵高速公路路段。

这 7大易堵高速公路路段分别是：
京港澳高速许昌段、兰南高速平顶山
段、郑尧高速新郑始祖山隧道段、京港
澳高速刘江黄河大桥段、连霍高速巩义
段627公里东向西隧道路段、郑少高速
新密段、连霍高速开封站。

国庆长假期间，全省交警部门将在
人口密集区域、出行高峰时段和易堵路
段，强化交通秩序维护和管控，有效组
织疏导交通，防范交通拥堵。

国庆长假期间，交警部门将对酒
驾、毒驾、客车校车超员、涉牌渉证、非
法运载爆炸物品等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实施有奖举报，广大群众可以通过拨打

“110”报警电话或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指挥中心电话、12123、警民通手机
APP进行举报。举报严重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并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查证属
实的，警方将给予举报人 50 元至 500
元的奖励；举报涉及交通肇事罪、危险
驾驶罪的，经警方立案后，给予举报人
重奖。③3

社区工厂可务工 土地流转来兴业

新安县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本报讯（记者 董娉）我省东西方
向又多一条高速大通道。9月26日，
商丘至登封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商登
高速）郑州航空港区至登封段建成通
车，至此，规划在我省境内与连霍高
速并行、承东启西的大通道商丘至登
封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郑州航空港区至登封段是商登高
速最西端的一段，东起京港澳高速，向
西连接郑少洛高速。与之前已有的京
港澳高速、大广高速、郑民高速一起共
同形成了环绕郑州航空港区的“井”字
形高速大通道。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金雷介绍，该段高速公路的
建成通车，将进一步提升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步伐，尤其是郑州南部、
西部的新郑、新密、登封将直接受益，
区域内的土地、矿产、农林及人力资

源将被迅速激活。
商登高速郑州航空港区至登封

段的建成通车，也将进一步完善全省
高速路网结构。省交通运输厅建管
处处长李明元说，从综合交通和地理
意义上，通车路段完成了距离郑州航
空港区最近的豫东路网与豫西路网
的“关键一连”。

根据计划，在“十三五”期间，我
省将打通芮城至灵宝、济源至阳城等
跨省通道；建成尧山至栾川至西峡、
济源至洛阳西、周口至南阳等内联项
目；加快推动商登高速郑州境、荥阳
至新密等高速公路建设，构建郑州第
二绕城高速。力争 5年新增高速公
路 1500公里以上、新开工高速公路
2000公里以上，省际出口达到35个，
实现所有县（市）通高速，基本建成完
善的内联外通高速公路网。③4

商登高速郑州航空港区至登封段建成通车

豫东、豫西路网完成“关键一连”

园博园：30日开放 普通票60元

省食药监局：选购月饼须注意包装标识

国庆出行走高速

请避开7大易堵路段

9月 25日，永城市第三初级中学的同学们在“科学走廊”观察科学现象。
该校设置了以体验科学为主题的“科学走廊”，通过模型和道具，让学生更直
接、更形象地了解自然现象和科学原理。⑨6 张恒 摄

9月24日，开封市马道街两旁悬挂的五星红旗格外鲜艳，营造出浓厚的节日喜庆气氛。⑨6 李俊生 摄

9 月 24 日，卢氏县横涧乡横涧村
的村民在广场上排练舞蹈《美丽中
国》。该县组织“迎国庆、砥砺奋进的五
年”广场舞大赛等系列活动，喜迎国
庆。⑨6 程专艺 摄

为国土系统这些改革创新者点赞
（上接第一版）
发生在我省国土资源领域里的一

系列改革与创新的探索，特别是汝州
市抓住班子建设、队伍建设的“牛鼻
子”，以“有为”争取“有位”；永城市统
筹运用“四种手段”、完善国土资源治
理体系等，以一系列丰硕的成果，再一
次向我们揭示了先行者的魅力。

我们为他们敢于从顶层设计入手
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勇气点赞。

改革与创新的过程总是伴随“破
旧”，新与旧的矛盾难免交织其间。改
革创新就是要打破原有的僵化体制，
改变甚至否定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
触及甚至颠覆一些已经成型的利益格
局。没有从顶层设计入手进行改革创
新的勇气和胆魄，就无法承担起新的
形势下革故鼎新的历史重任。

我们为他们“昼无为，寝不安”，不

待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状态点赞。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文化心

理，泯灭了多少创造的火花；敢于冒尖
被视为“冒失”，打破常规被看作“异
类”，诸如此类的认识观念，造成了多
少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庸碌状态。不
计个人之得失，不虑自我之祸福，为改
革创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这样的胸怀和格局令人肃然
起敬。

我们为他们在改革创新中求真务
实的科学态度点赞。

改革创新必须秉持科学精神。从

形式上看，改革创新往往表现为标新
立异，但精神实质恰恰是求真务实。
一切功利的态度，浮躁的情绪，只会毁
掉改革创新事业。改革创新，需要只
争朝夕、敢于创造，又容不得丝毫的浮
躁和浮夸。成功永远属于那些崇尚科
学、勇担风险、求真务实、甘于付出的
人们。

毋庸讳言，目前，怕担责不干事是
一些地方一些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干部争当“太平官”，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怕犯错，不干事，不惹事。不
少地方不少部门的改革创新只是文

件照本传抄、没有实际动作。部分单
位争晒改革成绩单，成果动辄十几项
几十项，但实质性举措却寥寥无几。
这种现象与形势和时代的要求格格
不入。而我省国土资源这个群体焕
发出的不计个人得失勇于探索实践
的改革创新精神却令人欣喜，令人赞
赏。

在打开改革开放新局面的时候，
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
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
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
出新的事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远要有逢山开
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
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
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
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实现中原崛起的战略目
标，没有那么一股子改革创新的拼劲、
狠劲更不行。这样的拼劲、狠劲，是不
甘落后的志气，是奋起直追的勇气，是

后来居上的豪气；这样的拼劲、狠劲，
是勇于探索的气势，是敢为人先的气
概，是崇尚创新的气魄，是勇担责任的
胸怀。

我省国土资源领域里的一系列改
革与创新的探索和实践，无不洋溢着
这样的拼劲、狠劲，无不展现着这样的
精神风貌。

我们伟大的事业需要成千上万敢
于担负改革创新重任的拼命三郎，我
们肩负的重任需要能够随时回答现
实提出的各种挑战的改革创新者，正
因为如此，我们要为我省国土资源领
域的改革创新事业大声叫好，为我省
国土资源领域的改革创新弄潮儿们
点赞，我们期待全省各个领域涌现出
更多勇于改革勇于创新的探索者，为
我们伟大的事业增添无尽的创造活
力！

本报讯（记者 宋敏）9月 25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该厅联合省财政厅出台《河南省
大众创业扶持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办法》），助推大众创业。

《办法》适用于工商注册地在我
省行政区域内的项目，申报大众创业
扶持项目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依法
取得营业执照，注册成立并正常运营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首次创办的小型
和微型企业；项目在吸纳就业、科技
含量、潜在经济社会效益、发展前景、
创新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符合我
省产业政策方向，“互联网+”、战略性

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现代农业等行业创业项目优先；
至少吸纳3人以上（含3人）就业等。

申报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 财
政扶持资金的项目除符合上述基本条
件外，还须具备以下条件：吸纳就业人
数不少于5人(含5人)；企业年营业收入
基本达到小型企业标准；依法与员工签
订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按
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等劳动报酬。

对通过评定的项目，我省分别给
予2万元、5万元、10万元、15万元的
财政扶持资金。当年申报的项目扶
持资金于次年上半年统一拨付。③5

大众创业项目可申报财政扶持资金
最高可获15万元资金扶持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李
然 姚育才）9月 26日，记者从兴业银
行郑州分行获悉，由平顶山天安煤业
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平煤股份”）联
合该行共同发起设立的“平煤—兴业
债转股基金”日前已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基金总规模25
亿元，首期规模 12.5 亿元目前已落
地。据悉，这是我省首只由上市公司
发起设立的债转股基金。

今年3月，省政府正式公布《河南
省属国有企业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
推进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了河南能
源、安钢集团、平煤神马集团3家企业
350亿元债转股项目的落地细则。

作为平煤神马集团旗下的上市
子公司，平煤股份发起设立的债转股

基金将作为整合平台，利用金融投资
机构所具备的专业股权投资、资本运
作和并购整合经验，有利于加快公司
战略发展布局。基金将服务于平煤
股份产业链的延伸以及整合所属产
业的战略规划和目标，同时，还将在
一定程度上优化其资本结构，对维持
外部评级并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起
到积极作用，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平煤
股份的可持续发展及整体价值提升。

据兴业银行郑州分行有关负责
人介绍，这只基金所募集的资金将提
供给平煤股份，主要围绕该公司的核
心业务及所属产业，用于置换有息负
债、补充营运资金等，“基金的成立将
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防范债务风
险，拓宽风险资产的处置渠道。”③7

全省首只上市公司债转股基金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