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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凌 温小娟

华夏文明的历史有多久，中原文化
的足迹就有多长。10月 12日上午，王
潮歌导演作品《只有河南》项目启动仪
式在郑州举行。

一砖一瓦一片瓷皆为史诗，一枝一叶
一抔土都是故事。业内人士认为，彰显河
南文化自信、留住美丽乡愁、传承厚重文
化，河南亟须打造一批文化作品体现其
精神和内涵。《只有河南》将成为展示河
南厚重历史文化的一个载体。

人们去杭州旅游，会看《印象西湖》；
去山西旅游，会看《又见平遥》。“印象”和

“又见”系列都是王潮歌的作品。

今后来河南，或许一定要看《只
有河南》。在“印象”和“又见”系列之
后，王潮歌开始打造“只有”系列，《只
有河南》是这一系列实景演出项目的
首部作品。

王潮歌是中国当代最具创新意识
的舞台剧导演之一，她打造的“印象”
及“又见”系列实景演出，不仅大大提
升了游客对旅游地文化的认知，更成
为区域文化旅游及相关行业快速发
展的引擎。

为何“只有”系列首篇锁定河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

一，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也是甲骨
文的发现地。提起中华文化，首先会想

到河南。”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说。
著名作家孙荪认为“只有河南”是

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创意，“河南是中国的
缩影，只有了解河南，才能读懂中国。”

项目投资方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
森表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元素都
将融入《只有河南》，展现历史的和当代
的河南人的精神。

王潮歌数次深入河南基层采风，看
建筑、品美食、听戏曲，聆听中原老百姓
的心声。“我想通过《只有河南》，让中原
儿女以‘我是河南人’为傲，让来河南的
人发出感叹：‘只有河南’！”王潮歌深情
地说。

作为省政府确定的“河南省重点文

化产业园区”及中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先行区，地处郑汴核心地带的郑州国际
文化创意产业园发展引人注目。围绕

“国际文化城、东方奥兰多”的定位，该
园区已签约项目 65个，华强·方特、建
业·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海昌极地海洋
公园、荷兰冰雪世界等重大项目的入
驻，成为拉动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
巨大引擎。2016年，该园区接待游客
量突破 8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75
亿元，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我省文化
产业发展的崭新名片。

未来，随着一大批文化产业项目的
建成，郑州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将成为
我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新高地。③5

□本报记者 李英华 李运海

场景一：10月11日上午，新县
田铺乡易地搬迁安置点“幸福家
园”社区 1号楼，记者敲开了二楼
江莲老人的新家。

四室两厅两卫，150平方米的
户型方方正正，住着老两口和儿子
儿媳、两个孙女一共6口人。老人
原来的家在河埔村，位于大别山深
处，从山上的土坯房沿着不到2米
宽的土路走到水泥路上，脚力快的
也得一个半小时，再搭顺风车，才
能到达乡里。全家人靠着 3亩薄
田和儿子打工艰难度日，为了让孩
子上学，不得不在县城租房，房租
和学费让这个家庭更加捉襟见肘。

“我们是今年5月搬新家的。”指
着粉刷好的墙壁、平整的地砖，老人
笑着说，“这些都是现成的，连马桶也
装好了，我们只添了些家具家电，拎
包入住，可方便了。”

两个孙女能就近入学，不用再
在县城租房，老人能帮着照看，儿
媳也能再打一份工，江莲一家的日
子越来越有奔头。

画外音：田铺乡扶贫办主任邵
伟介绍，“幸福家园”安置社区建设
时严守人均居住面积25平方米红

线，位置距离乡政府不足500米，乡
卫生院、中小学、超市近在咫尺，毗
邻国家3A级旅游景区田铺大塆创
客小镇，方便搬迁的贫困群众就医、
就学和就业，是典型的靠近乡镇、
靠近旅游景区的易地搬迁安置点。

“安置点从开工到建成，只用
了不到半年的时间。”新县发改委
主任李宏说，“这是因为我们开辟
了项目推进专项‘绿色通道’，实行
建设手续集中办公、‘一站式’办
理，有效缩短了各项工作周期。”

场景二：新县泗店乡安置点“吉
祥社区”，世英玩具厂的扶贫车间就
建在社区一楼，几十名妇女正热火
朝天地忙乎着。这里80多个岗位
中，易地搬迁来的贫困户占了近一
半，46岁的李玉兰就是其中一员。

李玉兰原先住在泗店乡计河
村，属于深山区，一下雨老房子摇
摇欲坠。老屋距离大路还有四五
公里山路，交通阻隔了她外出打工
的设想，再加上要照顾两个上学的

孩子，她不得不只靠种地为生。
“现在好了，我们一家四口搬

进了两居室、100 平方米的大房
子，不出社区，在家门口就能打工，
一个月能拿1000多元工资呢。”手
下的活计不停，李玉兰的话跟连珠
炮似的，开心的笑容感染得周围人
也不自觉地笑起来。

画外音：“搬迁是手段，脱贫是
目的。”为了确保实现搬迁群众“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在刚刚召开
的全省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上，专
门印发了产业扶贫“5个1”行动方
案。这其中包括引导龙头企业在
安置点建设1个扶贫车间，贫困搬
迁家庭中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劳
动力，至少有1人实现稳定就业。

“在这方面，新县先走了一
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以产带
迁’‘以业促迁’，让安居与乐业并
重、搬迁与脱贫同步，从根本上解决
搬迁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和发展
问题。”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说。③4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记者从10月 13日召开
的全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获悉，我省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
作，卢氏、台前、淅川和嵩县等4个县被确定为深度
贫困县，灵宝市苏村乡秋家沟村等1235个行政村被
确定为深度贫困村。

我省虽然不在国家划定的深度贫困地区范围，
但贫困发生率高的村数量多、占比大，深度贫困问题
比较严峻。经国务院扶贫办同意，我省将贫困发生
率在10%以上的4个贫困县确定为深度贫困县，将
贫困发生率在 20%以上的行政村确定为深度贫困
村，涉及16个省辖市、3个省直管县（市）。

据悉，我省将采取超常举措，尽快着手，认真研究
制订深度贫困县、村的脱贫攻坚方案。积极推动深度
贫困地区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
公共服务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强力
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广扶贫
就业基地和扶贫车间建设，加大金融扶持力度，培育壮
大贫困村集体经济，推动深度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与此同时，我省将统筹好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
脱贫工作，加大对非贫困村贫困人口的支持和帮扶
力度，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均衡推进。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姜纪增

10月 13日，雨过天晴。在南召
县南河店东庙蚕坡上，“七彩柞蚕”在
枝条上缓慢蠕动。“如果近期天气晴
朗，它们马上就该吐丝结茧了。”蚕业
农艺师郭有玲兴奋地说，“今年秋蚕
试养非常成功，以后咱们蚕农的收入
就更好了。”

作为国家优质柞蚕茧出口基地
县，南召柞蚕以往只在春季放养，称
为一化柞蚕，如今秋蚕的试养成功
则标志着南召柞蚕二化时代的到
来，是该县养蚕史上的“二次革
命”。蚕农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俗语“春蚕的腿，秋蚕的嘴”，说的是
春柞蚕到处爬行觅食，而秋柞蚕的
嘴厉害，老的叶子也能吃下，这样能
节省成本，放养量还能再扩大。更
重要的是，秋柞蚕提高了单位面积
收益，且与东北等地的柞蚕生产形
成时间差，蚕农收入有望翻番。

经过多年的品种选育、繁育，南
召已培育出“宛黄”“豫大”“胶蓝”

“胶绿”“鲁红”“杏黄”“白一化”等有
观赏价值的彩色柞蚕 7个新品种，
称之为“七彩柞蚕”。据了解，2017
年南召县已完成放养柞蚕卵量700
公斤，产茧 25万公斤，蚕农养蚕茧
销售收入约1500万元，带动130余
户380多人脱贫致富。③5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10月 13日，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广润工业园，站在刚刚平整到位的
土地上，安阳市发改委工业科科长崔俊
杰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再过半年时
间，这里就会成为‘新能源’汽车企业的
聚集地。”他介绍，前不久，就是在这里，
总投资68.7亿元的陕汽安阳基地、陕汽
宝华新能源物流车总装生产线、浙江永
途年产10万辆汽车以及标准化厂房等
新能源汽车项目，正式破土动工。

这是今年以来，继浙江合众新能源
汽车落户安阳、国内新能源汽车“巨头”
比亚迪公司20亿元在这里打造“云轨”
生产基地之后，新能源汽车厂商进驻安

阳的又一波“大动作”。截至目前，安阳
市已有6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当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方兴未艾，
无论是整车厂、零配件厂，还是上下游
产业链相关厂家，都在力图分食新能源
汽车这块“蛋糕”。群雄逐鹿，为何新能
源汽车生产商纷纷选择落户安阳？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作为我省
的老工业基地，安阳雄厚的装备制造业
基础，是众企业选择安阳的首要原因。

浙江永途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章
方毅告诉记者，最初吸引他来安阳考察
的正是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的“苏氏集成
精密铸造技术”。“安阳强基利用‘苏氏
技术’生产的汽车轻量化零部件，是新
能源汽车的首选。”章方毅说。

近年来，安阳市加快推进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安钢冷轧、强基
精密制造、林州鼎鑫镁业、捷润铝业、兆
通轻量化钢、宏源车轮等汽车上下游企
业发展迅速，初步形成汽车配件产业
链，吸引着与之相关的众多外地客商前
来筑巢。

同时，安阳的区位优势，也为众多
企业进驻增加了“砝码”。

陕汽集团战略发展部副部长贺新
权说，此次整车项目开工还将抢占新能
源汽车市场份额，提升市场占有率，实
现公司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升级。
他所说的“抢占市场”，实际上就是立足
安阳，凭借其辐射周边四个省会的地理
位置，坐拥整个华北市场。

安阳市政府的倾力扶持，也是吸引
新能源汽车厂商们的原因之一。

去年 12月，安阳成立由副市长挂
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招商指挥部，抽调
20余名精兵强将，每个项目和重点工
作都由一名县级领导负责，并配一名科
级联络员，确保项目快速推进；先后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支持政策，开展新能源
汽车产业重点培育、精准引入行动。

而在崔俊杰看来，目前安阳已具备
了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独特优势。

“市政府规划 12平方公里土地建设了
产业园，用于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
汽车研发检测中心、试车场、无人驾驶
试验场、展示交易中心、赛车场等配套
设施也将陆续建成；一汽、二汽前瞻性
共性技术创新中心近期将正式签约。
这些都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
配套保障。”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10 月 13
日，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河南省物流
业转型发展规划(2018~2020 年)》
（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0年
我省快递物流要实现省内县级以上
城市24小时投递、全国重点城市48
小时投递。

近年来，我省冷链、快递、电商物
流等产业快速发展，2016年，冷链产
品消费量达710万吨；快递业务量达
8.4亿件，增长63%；电子商务交易额
超万亿元，增长30%，跨境电子商务
零售进出口业务规模居全国前列。
冷链、快递、电商物流成为我省最具
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

为实现建设现代国际物流中心
和全产业链现代物流强省的目标，
《规划》提出，紧跟行业转型升级走
向，建设冷链、快递、电商物流重点
工程。具体来说，冷链物流重点建
设工程要在每个小城市建成 1个、

中等城市建成 2个、大城市和特大
城市建成 3个以上低温配送中心，
实现全省城市冷链配送全覆盖；快
递物流重点建设工程要在社区、写
字楼、校园等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
设置智能快件箱，鼓励企业使用智
能快递箱、快递无人机、新能源和清
洁能源车辆等开展城市末端配送；
电商物流重点建设工程要推动电商
物流企业新建或改造社区末端综合
服务平台，鼓励在校学生超过 1万
人的高等院校、建筑面积超过 5万
平方米的住宅小区，配套建设“收存
寄”一体的公共服务站。

《规划》要求，争取到 2020年，
我省现代国际物流中心地位基本确
立，覆盖全省的物流空间网络体系
基本形成，冷链物流、快递物流、电
商物流竞争优势显著提升，培育形
成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影响力的支柱
性、地标性产业。③5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通讯员
穆文涛）10月 13日上午，河南省党
建标准化试点项目启动仪式暨现场
观摩活动在郑州市上街区举行。

充分运用整合、精简、统一、分
解、匹配等标准化手段推进党建工
作，对确保党建工作落实、促进党建
工作创新、提升党建科学化水平具
有重大意义。我省确定郑州市上街
区、郑州圆方集团、民权县3家基层
单位为党建标准化试点，通过试点
项目建设，努力为提升全省基层党
建工作科学化水平提供可复制、可
推广的先进经验。

上街区积极探索实践社区党建
标准化的有效途径和方法。针对社

区党建工作点多面广等实际情况，
上街区提出了“基本标准+特色规
范”工作法，对能够细化量化的工作
内容，全部以条目式清单的方式形
成基本的工作标准，如分别制定了
社区党组织28项、党组织书记25项
工作职责和评价标准的条目式清
单；对难以细化量化的工作内容，则
梳理形成规范化的工作模式或基本
规范，如提炼总结的党员志愿服务

“六步工作法”、上街先锋“1+N”智
慧党建模式等，力求让社区党组织
和党员实现行有准则、动有依据、做
有规范。9月 12日，上街区正式被
国家标准委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党
建标准化试点单位。③5

从 10月 11日开始，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组织学生进行五天四
夜的国防教育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主动迎接
挑战，接触自然，拓宽了视野，丰富了知识。⑨6 乔春会 傅亚卓 李灵芳 摄

新县以产带迁以业促迁

打开“绿色通道”建设幸福家园
我省加大力度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

易地扶贫搬迁
之一先进典型巡礼

新能源车企缘何“扎堆”安阳

“只有”系列实景演出从河南发端

我省加快物流业转型发展

全国重点城市将实现“48小时送达”

我省党建标准化试点项目启动

“七彩柞蚕”助蚕农脱贫致富

相关新闻

10月13日，宁陵县逻岗镇农民忙碌着准备秋种。连日来，当地农业局积极引导农民抢晴天、战阴天抓紧抢种小麦，争取一播小麦全苗。⑨6 吕忠箱 摄

抓党建 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
通讯员 王国辉）10月12日，记者从
洛阳市委组织部获悉，截至目前，该
市已对全市6352家非公企业、1819
家社会组织建立党建工作台账，累计
下派党建指导员3360名；党的组织
在非公企业的覆盖率达到 69.3%，
在社会组织的覆盖率达到 62.1%，
党的工作覆盖率达到95.1%。

据了解，今年以来，洛阳市以
“河洛党建计划”为载体，以扩大党
的组织覆盖和党的工作覆盖为目
标，成立市委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
组织工委，依托市工商局、市民政

局、市网信办分别成立非公企业、社
会组织和互联网三个行业党委，持
续加强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
建工作。目前，已形成市委组织部牵
头抓总，属地管理与行业管理有机结
合，出资人重视支持的工作格局。

同时，洛阳市组织部门还积极
鼓励引导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党组织结合行业特点、核心业务，围
绕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建设先进文
化等方面，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并
实施党建示范化工程，引领全市非
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晋位
升级。③4

洛阳

党组织覆盖近七成非公经济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