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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任欢 肖伟

“去年11月陕州地坑院经媒体宣传后，我们曲
村的乡村游便红火起来，平均每天的游客有7000人
左右，今年元旦当天我的饭庄就接待了500余人。”
10月6日，坐在自家600多平方米的地坑院饭庄内，
卢军民向记者讲述。

3年前开始，三门峡市陕州区张汴乡曲村群众
借助上级扶贫政策、危房改造和土地整理项目，整合
资金300余万元，撬动群众投资1100余万元，对全
村103座地坑院进行了修复性建设。群众围绕旅游
开发大做文章，有的在院子里办起了剪纸展馆，有的
建立了农耕文化展馆，有的搞起了农家乐，有的建成
了宾馆，有的开起了五谷杂粮坊等。目前，该村50
多户群众摇身变成了小老板。

2014年，卢军民拿出6000元积蓄，借助政府项
目补助，加上部分借款、贷款，整修祖宅地坑院，发展
起独具特色的农家饭庄。饭庄的厨师、服务员、食材
供货商等均是周边村民，卢军民不仅自己富起来，还
带动部分村民富起来。

“我2015年就脱贫了。以前根本不敢想，不出
家门也能挣钱。”卢军民感慨道，“现在我的饭庄是
曲村最大的，旅游旺季每天可以接待几百名客
人。”

“今年‘十一’长假期间，我这饭庄有两个旅游团
提前预约了，还连带预订了村里的柿子采摘项目，加
上每天几拨散客，整个假期我们忙得连轴转。”卢军
民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曲村旅游业已初步形成了果蔬采摘、民
俗展演、田园观光、农耕体验和陕源映像等五大功能
区。③5

整修地坑院
变身当老板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颜钊

三门峡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任江爱好摄影，尤其喜
好拍摄白天鹅。近 20年来，他拍摄各种鸟类照片万余
张，制作的视频装满6个T硬盘。近年来三门峡黄河湿
地各种鸟类逐渐增多，他的镜头，也真实记录着三门峡生
态的巨大变化。

任江告诉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三门峡过冬的
白天鹅只有区区几百只，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以及该市对白天鹅保护力度的加大，来三门峡黄河湿地
过冬的天鹅越来越多，到2014年已有1万余只，占全国
天鹅数量的2/3。

2015年 5月，在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一对天鹅成功孵化出6只天鹅宝宝。这也是天鹅首次在
黄河流域成功自然繁育后代。然而，天鹅在2016年3月
向北迁徙后，大家却没有从当年来三门峡过冬的天鹅中
发现这6只“三门峡籍”天鹅宝宝的身影。为此，任江与
众多热心市民一起，在网络平台发起寻找这6只天鹅宝
宝的活动。

今年8月21日，忽然传来编号“A55”的天鹅宝宝在
内蒙古包头黄河国家湿地公园被发现的消息。22日，任
江就与三门峡天鹅保护协会负责人张明云等3人连夜赶
往包头，将“A55”天鹅宝宝带回三门峡出生地进行护养。

近年来，任江在拍鸟的同时，还和其他志愿者一起积
极参与白天鹅等各种珍稀鸟类的保护，并最终促成三门
峡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保护白天鹅。

“上世纪90年代，三门峡黄河岸边就是荒凉的滩涂，
经常尘土飞扬。这些年，三门峡市注重改善生态环境，越
来越多的鸟类都会来到这儿栖息。”任江说，如今的三门
峡山青水绿，而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建设，更是为
越来越多的白天鹅营造了越冬的良好环境。③6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闾斌 聂金锋

国庆长假已过，忙碌了几天的曲淑芳终于歇了下
来。丈夫在假期后的第一天便去了北京旅游“犒劳”自
己，曲淑芳不愿出门，正打算关了自家农家乐的店门，
去县城照看孙子。

就在国庆节前，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的豫西百草
园景区召开首届股东分红大会，曲淑芳和其他100名农
民股东每人领到1000元，每家还领到了粮油和月饼。

新坪村是省级贫困村，十余年前，这里还是一处穷
山沟，群山环绕，闭塞落后。2004年，随着景区开发，
当地旅游经济大热起来。但仍有许多群众未能脱贫。

2015年，当地政府和豫西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商讨后，决定开发特色扶贫产业项目“豫西百草园”，
这是一处集生态种植、中药养生、特色民俗、休闲观光
于一体的中医药生态园区。目前该项目已流转河沟、
北坪两个村民组土地1000余亩，栽植油用牡丹、芍药、
薰衣草、鲁冰花等100余种中药材、花卉和果树，对村
民整体搬迁后遗弃的28处民居老宅进行改造，开办传
统茶坊、酒坊、磨坊等特色饮食街区，打造以“年代故
事”为主题的豫西风情民俗园。

谈到脱贫致富，曲淑芳告诉记者，她除了将自家的
老房子入股景区外，每年还可收入土地流转租金，贫困
户还可被优先录用务工，月薪1900元。到年底，村民
能有土地租金、打工薪金、老房入股股金三块收入，稳
定脱贫不成问题。

“当地围绕旅游业发展的效果已经越来越显著，农
民的腰包也实实在在地鼓了起来。”卢氏县官道口镇党
委副书记李世清告诉记者，如今新坪村基础设施建设
明显加速，扶贫支持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当初的“穷
山窝”正在变成美丽富饶的小康村。③6

贫困农民
领到入股分红

黄河湿地
护鸟人

近年来，特别是三门峡市七次党代会以来，三门峡积极做大做强“黄”

（黄金）、“白”（铝工业）、“黑”（煤及煤化工）、“红”（苹果、大枣）、“绿”（智能制

造、智慧产业、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五大产业，打造“五彩三门峡”，使三门

峡转型创新发展迈向新境界。
续写转型创新发展新辉煌三门峡

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按照省十次
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开拓进
取、攻坚克难，努力在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贡献
强劲的三门峡力量，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门峡市全面贯彻党

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入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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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落实打好“四张牌”要求，在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提高政治站位，坚毅砥

砺前行，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

全市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2016 年达

1348.6 亿元，较 2012 年增长了 1.2 倍。尤其

是今年以来，三门峡发展持续稳中向好、稳

中 提 质 ，上 半 年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同 比 增 长

8.8%，多项经济指标跃居全省前列。

“崤函称地险，襟带壮两京。”三门峡所

在的崤函故地是一片有历史、有文化、有情

怀、有梦想的热土。新中国成立以来，三门

峡走过了以大坝建设为标志的“一次创业”

阶段和以矿产开发为标志的“二次创业”阶

段，目前进入到了以转型创新发展为标志的

“三次创业”时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全市上下将按照省委、省政府对三门峡提出

的“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转型发展，以舍

我其谁的勇气建设省际中心城市，以敢于担

当的责任感推动脱贫攻坚，以驰而不息的精

神推动作风转变”等四项要求，以转型为主

线发展经济，以人民为中心改善民生，以队

伍建设为重点全面从严治党，加快建设省际

中心城市，重振崤函故地雄风。

突出“三量并举”，打造“五彩三门峡”。

坚持做大增量、优化存量、主动减量“三量并

举”，科学把握增量与存量的关系，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强化传统优势产业升级、接续替

代产业培育双轮驱动，进一步加强与航天科

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中金集团等大企业

合作，扎实推进“十三五”期间谋划的 6 大领

域、1000 多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促进产业

链向终端延伸、价值链向高端攀升，推动产

业之间互融共进，催生结构更优、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的产业形态，加快打造以“黄”（黄

金）、“白”（铝工业）、“黑”（煤及煤化工）、

“红”（苹果、大枣）、“绿”（智能制造、智慧产

业、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五大产业为主导

的“五彩三门峡”，真正走出一条有质量、有

效益、可持续的三门峡转型创新发展新路

子。

坚持“三管齐下”，建设“三地五中心”。

围绕建成“区域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

“生态宜居城市”目标，倾力打造“三地五中

心”，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旅游

目的地，建设行业数据中心、黄金珠宝加工

交易中心、大健康中心、客运中心、高等职教

中心，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

聚集，使省际中心城市名副其实。

注重“三力联动”，构筑“效能新高地”。

开展一场以提高效能为核心的“效能革命”，

坚持以改革的推动力破解新难题，以开放的

带动力增创新优势，以创新的驱动力打造新

动能，努力把三门峡打造成中西部地区环境

最优、效率最高、活力最足的城市之一。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推进“民心工

程”。创新方式方法，严格考核奖惩，巩固提

升金融扶贫“卢氏模式”“陕州经验”，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坚持“群众出题目、党委把方

向、政府抓落实、各方齐监督”的工作格局，

着力解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扎扎实实

办好民生实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入实

施“碧水蓝天”工程，坚决守住安全稳定环保

底线，不断增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住当前三

门峡人心思稳、人心思进的有利时机，抓住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培育政治生态，以正确的用人导向涵养政

治生态，以铁的纪律规矩维护政治生态，以科

学严密的制度强化政治生态，以正风反腐的

高压态势净化政治生态，以严格的责任落实

保障政治生态，在锤炼党性、改变惯性、治理

惰性上下功夫，着力解决好管党治党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使三门峡的政治生态风清气正。

立足“三次创业”新起点，续写转型创

新发展新辉煌。我 们 将 更 加 紧 密 团 结 在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按

照省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宏伟蓝图，开拓进

取、攻坚克难，努力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进程中贡献强劲的三门峡力

量 ，以 优 异 成 绩 迎 接 党 的 十 九 大 胜 利 召

开。③5

发力“三次创业”
重振崤函雄风
□中共三门峡市委书记 刘南昌

□本报记者 吴烨 本报通讯员 柴锦玉

从铝土矿到超宽超厚大截面铝型材，附加值提升
40倍以上；从低级原煤到甲醇蛋白和蛋白纤维，附加值
提升20倍以上；从单一回收黄金到同时综合回收9种
有色金属，附加值提升5倍以上……

近年来，特别是三门峡市七次党代会以来，三门峡
积极做大做强“黄”（黄金）、“白”（铝工业）、“黑”（煤及
煤化工）、“红”（苹果、大枣）、“绿”（智能制造、智慧产
业、文化旅游等绿色产业）五大产业，打造“五彩三门
峡”，使三门峡转型创新发展迈向新境界。

突出“三量并举”
打造“五彩三门峡”

金秋时节，三门峡重点项目建设捷报频传：代表行
业技术领先水平的戴卡公司400万只铝合金轻量化轮
毂项目第一只轮毂顺利下线；骏通公司引进120套机
器人柔性生产线，成为我省单体厂房最大、智能化程度
较高的装备制造企业……截至目前，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连续5个月居全省第2位。

三门峡市七次党代会以来，该市明确提出要全力
做大增量、着力优化存量、积极主动减量，加快经济转
型创新发展。

全力做大增量，突出农业的特色优势、巩固一产，
突出工业的主导地位、做强二产，突出服务业的后发优
势、提升三产。在发展新兴产业上下功夫，重点发展旅
游产业，大力发展电池、铜箔、锂子膜等新型材料工业
和速达纯电动车、骏通特种车、中原量仪等一批装备制
造产业，与腾讯、百度、阿里巴巴、浪潮集团、启明星辰
等企业合作，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与航天科工等一批军
工企业合作，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

着力优化存量，在继承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延链、
补链、提升价值链。黄金产业方面，打造包括勘探、设
计、开采、冶炼、加工、贸易、金融的全产业链；在铝工业
方面，重点发展精深加工产品，支持戴卡轮毂、同人铝
业、东方希望等一批大型企业发展；在煤及煤化工方
面，重点发展煤制气、煤制烯烃等。

积极主动减量，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减少污染
物的排放，清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企业，把对环
境不友好的产业清理出三门峡，加大小型矿场整治、黄
河湿地生态修复和以涧河为主体的水体整治力度，加
强对小秦岭地区资源的整合，真正落实“既要金山银
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要求。

坚持“三管齐下”
打造“三地五中心”

在三门峡商务中心区，黄金珠宝交易中心项目已
初具规模。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不仅要建设交易场

所，还要发展成为非标准金交易中心和黄金金融中心、
数据中心、结算中心。

黄金珠宝交易中心项目承载着三门峡人建设省际
中心城市的梦想。

据三门峡市发改委负责同志介绍，目前该市正围
绕建成“区域交通枢纽”“商贸物流中心”“生态宜居城
市”的目标，倾力打造“三地五中心”，即建设先进制造
业基地、物流基地、旅游目的地，建设行业数据中心、黄
金珠宝加工交易中心、大健康中心、客运中心、高等职
教中心，使省际中心城市名副其实。

目前，三门峡正围绕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积
极推进三门峡至江苏如东洋口港铁路、山西运城至三
门峡至湖北十堰高速铁路前期工作，推进蒙华铁路三
门峡段、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桥建设，加快推进陇海线
改道取直工程、三门峡通用机场和通用航空产业园建
设，努力形成双高铁十字交会布局和衔接顺畅、便捷高
效的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同时，大力发展大宗商品物
流、冷链物流、保税物流、电商物流，努力打造在全国有
影响的大宗商品物流中心、黄金珠宝加工交易中心和
区域性特色农产品物流交易中心；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强力实施“蓝天碧水”工程，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提高城镇化水平，推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加速
聚集，不断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力、带动力、影响
力。三门峡正铺展着多彩的时代新画卷。

注重“三力联动”
打造“效能新高地”

一年时间，三门峡市新增小学学位3300个、初中
学位1620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入学难”问题；针对
居民“解决买菜难、买菜贵”的呼声，全市今年规划新建
5个农贸市场，目前有2个农贸市场已营业……

今年以来，三门峡在全市开展以深化作风建设为
主要内容的“效能革命”，并响亮提出让群众“最多跑一
次”的口号。

三门峡市七次党代会提出，要以改革的推动力破
解新难题，以开放的带动力增创新优势，以创新的驱动
力打造新动能，努力建成中西部地区环境最优、效率最
高、活力最足的城市之一。

为此，该市持续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深
入开展“效能革命”，加快构建次区域经济合作圈，建设
区域协同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加快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形成三门峡转型创新发
展的强大引擎。

今年4月，三门峡市和中科院进行深度对接，与7位
院士和40余名科学家共商转型创新发展大计，达成了一
批项目合作意向，“借智”解决一批创新发展中的难题。

伴随着转型创新发展的大潮，三门峡正在发生一系
列深刻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8%，增速居全省第5位；多项经济指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部分重要经济指标进入全省“第一梯队”。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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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和2016年部分指标情况

社会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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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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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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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
利用外资

2012年
2016年 2012年

2016年

4.99万元

2012年 2016年

5.99
万元27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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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7.47亿美元

10.63
亿美元

2012年 2016年

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成为白天鹅的乐园。

世界比基尼小姐在地坑院内向剪纸艺人学习剪纸技艺。

美国专家在灵宝苹果年会参观。
图图//王伟宾王伟宾

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937.7亿元
1783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