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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的河南探索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民族团结中原行

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记者 董娉）犹如毛细
血管一般的多式联运体系，畅通着

“一带一路”的血脉经络。11 月 8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由省交通运输厅宣布，在全省实施
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在常压液
体危险货物运输中推广使用罐式集
装箱，全省高速公路对运输国际标
准集装箱车辆实施通行费优惠，以
强力支持我省多式联运服务体系
建设。

示范带动 初步建立多
式联运标准规范体系

为推动多式联运发展，整合全
省区位、交通、产业三大优势，省交
通运输厅为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量身打造了“河南方案”，引领我省
多式联运发展。

据悉，我省计划实施两批示范
工程，每批实施周期不超过两年，第
一批计划评选项目20个，每个示范
项目最高补助资金 1000万元。建
设重点放在标准规则探索、先进装
备技术应用及信息开放共享等方

面，打造出易操作、周期短、效果好
的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我省开展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建设，是落实河南自贸试验区发展
战略的重要举措。”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唐彦民表示，预计到 2020年，
将初步建立多式联运标准规范体
系，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程度进一步
提高，集疏运体系更加完善，公铁、
空铁、铁海等联运模式应用更加广
泛，多式联运龙头企业数量大幅增
加。

全国首家 在运输中推
广使用罐式集装箱

2010年以来，全国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引起的6起重特大事故中，3
起是由于罐车遭到碰撞罐体破损、
液体泄漏造成的。目前，欧盟、美、
日等国家和地区已经立法强制推广
使用罐式集装箱，这是一种安全性
高、事故危害小、高效便捷的运输工
具。而在我国的公路运输中，危险
货物使用罐式集装箱的不足 10%，
我省甚至不足1%。

为此，省交通运输厅在充分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出台
在常压液体危险货物运输中推广使
用罐式集装箱并进行补助的政策，
鼓励企业提前更新：提前3年及以上
报废并更新为罐式集装箱的，每车
补助 4万元；提前 2年更新，每车补
助3万元；提前1年更新，每车补助2
万元。

“此项政策的推出，有利于进一
步提高我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
水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唐彦
民告诉记者，除了考虑到其安全性
能高外，推广使用罐式集装箱还可
在公路、铁路、水运之间直接转换，
操作简单快捷，具备参与多式联运
和甩挂运输的优势。

再发“礼包”对国际标
准集装箱车辆通行费优惠
70%

为促进河南自贸试验区发展，
我省将在 2018 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对行驶在河南境内高速
公路上的部分国际标准集装箱车

辆，通行费优惠 70%。此项政策将
对郑州、开封、洛阳自贸试验区片区
的经济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同时也
将增强我省对河北、湖北物流产业
的磁场效应。

据悉，凡是运输符合《集装箱分
类、尺寸和额定质量》规定的20、40、
45英尺国际标准集装箱并使用非现
金支付的车辆，同时在河南自贸试
验区郑州片区、开封片区、洛阳片区
指定收费站出入，以及超载率不超
过 5%（含）的合法装载国际标准集
装箱的车辆，均可享受此项优惠。

“自8月份在全国率先实施高速
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以来，
享受到河南优惠政策的货车已达
642.61万辆次、优惠金额8149.21万
元，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省交通
运输厅厅长张琼表示，力争经过3至
5年的努力，我省基本建成网络联通
内外、运转顺畅高效、标准衔接协
同、支撑保障有力的现代立体交通
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③6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我来石佛
寺镇做玉石生意已经两年多了，现在
妻子也在这里工作，孩子们就在镇上
的学校上学。我们已经在镇平扎下了
根，这儿就是我们的家。”来自新疆和
田地区的阿不都热扎克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11月 7日至8日，“贯彻落实十九
大精神 民族团结中原行”采访团走进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乡
镇”——镇平县石佛寺镇。自2004年
以来，越来越多的新疆籍少数民族群
众来到这里经商、生活，目前常年保持
在1500人左右。

在石佛寺镇天下玉源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记者见到了正在缴纳电费的
阿不都热扎克。

“刚到石佛寺镇时，我们一家5口
租房住，每个月仅房租就要付 800多
元。去年，我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搬进了天下玉源社区，这里环境
好，生活很方便，在家门口就能缴纳水
电费，房租还比原来便宜了一半。”阿
不都热扎克说，“每当我和邻居们遇到
孩子上学、生病就医等问题时，社区的
工作人员都会努力帮我们解决；在经
商创业的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经常
给我讲政策、出主意。”

阿不都热扎克满满的幸福感，来
自当地为少数民族群众提供的多项

“暖心”服务。石佛寺镇党委副书记闫

峰介绍，为改善新疆籍少数民族群众
玉石经营条件，当地政府专门开辟了
有 540余个摊位的天下玉源市场，为
经商人员统一安排摊位，办理营业执
照。与此同时，镇平县投资4100万元
建起有 408 套公租房的天下玉源社
区，并组建了党群服务中心、警务室和
物业管理公司，极大地方便了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的生活。

在镇平经商十多年的哈哈尔·阿布
都热依木，是首批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
的维吾尔族群众。记者在天下玉源市
场内见到他时，他正趁着做生意的间
隙，在笔记本上一笔一画地练习写汉
字。“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学会
说汉语、写汉字，工作和生活都会方便
很多。”哈哈尔·阿布都热依木说，“为了
帮我们提高汉语水平，政府专门开设了
培训班，每周都会组织我们学习。现在
我有了300多名‘同学’，大家学习都很
努力，我也不能落后！”

在天下玉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旁
的学习栏中，张贴着用汉字和维吾尔
文写的十九大报告摘要。哈哈尔·阿
布都热依木说，他每天都会到那里看
一看、学一学。“就像十九大报告里讲
的那样，在镇平，各民族的兄弟姐妹就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大家和
睦相处、相互帮助，真正成了一家人。
现在，河南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他
说。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11月 8日，
2018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
河南华图数据采集中心的统计数据显
示，截至当天15:00，河南职位报名人
数为 43911人，加上已经报考尚未通
过审核的，预计最终报考人数将达到
4.7万，平均竞争比例或达到46∶1。

据悉，2018 年国考计划招录 2.8
万余人，其中，河南地区招录人数为
1009人，较上年增加203人，为近4年
来招录人数最多的年份。由于职位增
多，报名总人数相差不大，河南职位的
平均竞争比例较上年有所下降。

数据显示，报名人数较多的部门
为：河南省国家税务局、水利部黄河水
利委员会和郑州铁路公安局，报名人
数分别为 21641 人、5695 人和 5615

人。具体到职位，竞争最激烈的出现
在河南省长垣县气象局，计划招录 1
人，报名人数为576人。此外，郑州黄
河河务局惠金黄河河务局报名竞争比
为 525∶1，洛阳市老城区国家税务局
报名竞争比为 471∶1。与此同时，焦
作黄河河务局沁阳沁河河务局、国家
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信阳银监分局
辖内监管办事处这3个职位处在无人
报考状态。

“由于某些岗位仅限2018届应届
毕业生、服务期满两年的大学生村干部
或具备两年基层项目服务经历的人才
能报考，因此会造成部分岗位的平均竞
争比例较低。”从事公务员教育培训工
作的魏发琪建议，能够报考这些职位的
考生一定要把握机会，认真备考。③3

本报讯（记者 何可）11 月 8日
上午 9点 30分，随着“轰隆轰隆”几
声爆破巨响，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
村的 5 个大型电解铝车间厂房在
十几秒内被全部炸平，看到亲手建
起的厂房瞬间化为废墟，河南鑫旺
集团董事长张春旺忍不住掉下了
眼泪。

这些厂房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张春旺在这里创下了“农民踏出
了一条振兴中国有色金属之路”的
先河，小里河曾被誉为“中国铝业第
一村”，鑫旺集团已累计纳税3.38亿
元，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贡献3.6亿

元。
“尽管心里难受，但淘汰落后产

能这一步必须迈出去！”张春旺揩拭
掉眼角的泪水，语气坚定地对记者
说，“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是一次脱
胎换骨的革命，我愿意做一名引领
者。”

据悉，鑫旺集团把淘汰落后产
能作为转型升级的契机，正在积极
进军高端制造、城市服务领域。

今年 7月 13日，由巩义市政府
主导，引进中国融创、嘉和国际投资
控股集团，总投资 150亿元的米河
镇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正式签约，推

进轻旅度假与传统农业、宜居康养、
教育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合力打
造宜居宜业的生态新区。鑫旺集团
的16家企业均在项目规划范围内。
作为一名省优秀党员，张春旺积极
配合巩义市产业转型升级，仅用2个
月就完成了16家企业的清点、丈量、
动迁工作。

米河镇是传统工业大镇，从上
世纪90年代的水泥厂，到如今的碳
素、铝加工等产业，从鑫旺集团铝
厂、电厂，到煜新高科、隆迪重工等
高科技企业，米河镇在转型之路上
脚步不停。十九大报告对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实体经济水平，
作出了部署和安排。米河镇党委书
记秦飞告诉记者，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他们通过土地整理开发，积极
谋划建设生态新城，推动米河经济
转型升级。

如今，结合土地开发整理、东部
路网建设、安置区建设等项目，该镇
赵岭村、明月村、半个店村、刘源沟
村等区域相继启动拆迁。截至目
前，共拆除建筑物 2252处、企业 70
余家，整理出建设用地98万平方米，
为下一阶段的产业发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③3

我省多举措支持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建设

部分集装箱车辆通行费优惠70%

巩义米河镇

淘汰落后产能 谋划生态新城

“民族团结中原行”走进镇平县石佛寺镇

“河南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结束

河南职位报考人数预计达4.7万

洛宁县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加快脱贫攻坚

新时代担当脱贫重任 新作为摹画小康蓝图
(上接第一版）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
县。“十二五”期间，全县累计完成4.6
万人稳定脱贫。目前，全县共有贫困
村68个，贫困人口38558人。

11月 5日，在洛宁县马店镇关庙
村贫困户张新宁的果园里，硕大的金
珠沙梨挂满枝头。他激动地说：“今
年，县乡村三级干部天天往俺家里来，
帮俺学技术，抓管理，俺家种的 10亩
金珠沙梨今年挂果可收获 2 万多公
斤，年收入在4万元以上，今年脱贫有
望了！”

今年以来，洛宁县狠抓县乡村“三
级书记”抓扶贫、贫困户帮扶全覆盖工
作机制，层层签订军令状，坚决做到县
直单位包村不脱贫不脱钩、驻村第一
书记不脱贫不撤离、驻村党员干部不
脱贫严问责。

洛宁县县长周东柯介绍，该县制
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分工、凝聚
合力，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意
见》，进一步明确“县委书记、县长主体
责任，副县级干部分包责任，县直单位
正职行业扶贫直接责任，县派督查巡
查组督查巡查责任，乡镇党政正职对
所辖乡镇脱贫攻坚主体责任，乡镇一
般同志帮扶责任，乡村两委脱贫责任，
驻村第一书记脱贫责任，村级脱贫攻
坚责任组脱贫责任，包户干部脱贫责
任”10个层级责任到人体系，逐层列
出责任账，逐级签订责任书，逐项明确
责任人，确保脱贫任务分解到每一个
单位，落实到每一名干部，着力构建责
任清晰、层层联动、人人有责、合力攻
坚的“十级责任体系”大格局。

督促协调高规格。由县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主导，坚持脱贫攻坚工作“周

调度”“月观摩”“季讲评”，督促乡镇、
帮扶单位推进落实好关键环节和重点
任务，奖优罚劣，激强促弱，第一时间
把问题晒出来、解决掉、推进好。

以上率下超常规。坚决执行县级
干部联乡包村制度和脱贫攻坚联系点
制度，严格要求县级干部每周1次、每
月不少于 4次带头进村入户、蹲点帮
扶，切实做到重心下沉、率先垂范，通
过县级干部领着干，切实带动党员干
部比着干、贫困群众跟着干。

关怀激励全方位。树牢鲜明用人
导向，对所有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在培
养使用、表彰奖励、待遇保障、人文关
怀、能力提升、容错纠错6个方面强化
关怀激励，确保扶贫干部下得去、待得
住、干得好。坚持扶贫先扶志，定期评
选脱贫攻坚“红旗村”“‘红旗村’干部”

“驻村标兵”“脱贫标兵”，宣传脱贫经
验，树立脱贫样本，增强脱贫信心。

督导问责最严格。用好督查利
剑，推动脱贫攻坚督查巡查常态化、制
度化，统筹督查局、督查巡查组、巡察
办力量，逐村排查，逐户过筛，坚决把
控源头，扶正纠偏。强化考核问责，对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从严追究、顶格处
理，坚决以责促行、以责问效。

今年以来，全县确定帮扶措施
583项，协助村里培养发展党员52人，
培养后备干部 249人，健全完善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 127个；发展农村经济
合作社 91个，落实扶贫项目 140个，
新发展项目 147 个，引进各类资金
2323.5 万元；新建乡村道路 103.9 公
里，解决人畜饮水村 40个，为困难群
众办好事、实事 1784件，捐款 460余
万元；解决信访纠纷案件194个，协调

化解民事矛盾纠纷 819个，解决突出
问题 299个，有力地推动了全县乡村
的发展。

“特色化”扶贫模式：
产业强基
“五朵金花”吐芳脱贫品牌

在洛宁县长水镇后湾村，刚刚引
进的大型蔬菜龙头企业河南信念集
团，将在该镇后湾村、长水村建设130
个蔬菜大棚。该项目采取公司+农民
合作社的模式进行经营，县农商银行
为每个农民合作社提供 150 万元—
200万元大棚建设贷款资金，带动100
余户贫困户实现脱贫。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力抓
手，是带动贫困户精准脱贫的根本之
策。

今年以来，洛宁县大力实施金果、
金鸡、金牛、金叶、金融“五金扶贫”模
式，加快产业脱贫步伐。

“金鸡扶贫”：在全国率先探索实
施资产投资收益性扶贫试点，以 PPP
模式与北京德青源公司合作，总投资
7.43亿元，全省单体规模最大，通过收
益分红、金融担保、产业扶持、订单收
购、公益补贴五种模式助力脱贫攻
坚。目前，该项目 33.48 万只青年鸡
已进入产蛋期，年底养殖规模可达65
万只，年度总产蛋量 3000万枚，实现
带贫 621 户 2036 人，户均增收 7000
元。

“金果扶贫”：中国海升集团洛宁
现代果业高效示范园区项目基本建
成，目前已完成投资2.4亿元，种植矮
密苹果 5600亩、苗木繁育基地 2000

亩，带动当地群众利用海升模式发展
苹果 8000 亩，并为贫困群众提供地
租、务工、技术带动、单元包产四大增
收平台，年产值3亿元以上。同时，全
县共发展苹果面积20.5万亩，金珠沙
梨3万亩，其他小杂果1.5万亩。贫困
户直接或参与种植的共计1.1万户，每
户年均增收不低于5000元。

“金牛扶贫”：把肉牛养殖作为发
展重点，通过合作帮扶模式、代养帮扶
模式，鼓励贫困户将享受的到户增收
补贴、小额贷款等项目资金进社入股
分红，目前全县各类规模养殖场达
535家，带动2817户贫困群众实现稳
定脱贫。今年新建鑫洛农牧、三阳畜
牧、正大农牧等以贫困村为主的养殖
场区 13个，可辐射带动 2000户贫困
群众发展特色养殖产业，加快脱贫步
伐。

“金叶扶贫”:与浙江、江苏中烟集
团签署协议，实行订单收购模式，烟叶
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 8万亩左右，年
均收购量2200万公斤，烟农户均收入
23743元。2017年，全县烟叶种植可
增加群众收入1.5亿元以上，种烟群众
6318户，其中贫困户 768户，种烟面
积 2765亩，仅此一项户均增收 6500
元。

“金融扶贫”:洛宁县建立了乡村
三级金融服务机构和风险防控体系，
完成了对全县14732户贫困户46934
人信用等级评定及录入工作。向国开
行成功申报总投资 14亿元的 5大类
项目，目前已批复资金9.4亿元；积极
开发脱贫助力贷金融产品，全县已完
成放贷 7330万元。其中在洛阳市率
先探索“县级政府+省农信担保+中原

农保+合作银行”的“四位一体”融资
模式和“政府+银行+保险公司”的“三
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受到群众称
赞。同时，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购
买小麦、人身意外等保险，实现“脱贫
路上零风险”。

“社会化”扶贫行动:
多元参与
群策群力惠及民生福祉

近日，青岛童心工艺品有限公司
洛宁毛绒玩具项目成功签约。根据协
议，该项目将投资1000万元，在该县
马店镇建设占地 18亩的毛绒玩具扶
贫产业园，届时用工将达300人以上，
并将辐射带动周边 6个以上 50人规
模的扶贫车间，年产值 5000万元，实
现税收100万元以上。

这是该县强力推进百企帮百村精
准扶贫活动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县
各帮扶企业纷纷投入扶贫一线，积极
实施贫困村道路、饮水、绿化、亮化等
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
位 114个，建设了一批扶贫车间和爱
心超市，组织开展了捐赠电脑、面粉等
爱心活动。

该县建立了县、乡就业服务中心，
大力开展“雨露计划”“阳光工程”，今年
已完成各类培训5496人（次），实现转
移就业3171人；设立“五员”（公路养护
员、村镇卫生保洁员、护林员、河道管理
员、水利管理员）公益性岗位3206个。
投资1250万元，开展村级公共就业信
息化平台建设，实现市、县、乡、村四级
联网，促进就业信息共享服务。

该县新建扶贫产业园区38个，建

成扶贫车间38个，新建产业扶贫基地
169 个，完成投资 4506 万元，安置
2335 名群众当地就业，其中贫困户
1165人，带动贫困户年人均增收 1.6
万元。同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引进
培育中国海升集团、北京德青源、河南
天豫薯业等 10 余家龙头企业，吸纳
6000余名贫困群众就地转移就业。

该县强力抓好基础和基本公共服
务建设。目前，实施项目 475个。其
中，基础设施项目142个，产业扶贫项
目214个，公共服务项目119个。

在扶贫搬迁上，今年完成 456户
1719人搬迁任务，涉及4个乡镇10个
搬迁点。

在光伏扶贫上，对全县98个贫困
村实施光伏扶贫项目。

在重大专项上，上戈金果小镇项
目主体工程完工；天豫薯业项目推进
顺利，可带动 1500 余户贫困群众致
富；32个扶贫到户增收项目和38个科
技扶贫项目已全部完工；整合资金
3477 万元，完成今年计划脱贫 30个
村的交通、水利、卫生室、文化设施等
项目145个。

激情满怀奋击桨，且乘长风奔小康。
张献宇表示，洛宁县将把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与当前各项重点工作结
合起来，与加快转型跨越、打造“实力
洛宁”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把各项目
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实化、具体化，转
化成具体的抓手和载体，特别是以增
加贫困群众收入为中心，积极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业提质
增效；大力发展壮大工业经济，为全县
整体稳定脱贫提供强力支撑，确保完
成2018年如期脱贫的既定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