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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恒

从河南出发，沿着连霍高速公路
一路向西，途经嘉峪关再西行 600多
公里，便来到有着“新疆门户”之称的
哈密。

这里，对于河南省来说，既遥远又
亲切。

遥远，是因为豫哈两地相距2000
多公里；亲切，是因为从2010年“结缘”
开始，产业、教育、医疗、人才、文化……
一个个对口支援项目如同一条条无形
的“丝带”，将河南与哈密紧紧相连。

接续援疆，我省不断发力。河南
省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骨干于 2016
年 12 月进疆，计划内援疆干部人才
223名，目前柔性援疆人员累计达到
1329名。一年多来，河南援疆人用心
援疆、真情援疆、精准援疆，在天山南
北，在大漠戈壁，谱写出气势恢宏的民
族团结交融的新篇章。

民生援疆暖人心

伊吾县位于哈密市东北部，天山
北麓东段，人口只有2.3万人，面积却
有1.9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是茫茫戈壁
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山脉。

高湘玲是濮阳市人民医院妇科医
生，去年2月份，来到伊吾县人民医院
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医疗援助。

到这里后，高湘玲发现，医院规模
虽不小，但医务人员奇缺；仪器也不少，
会用的人却不多；绝大多数医生还难以
胜任最基础的临床工作，很多病人宁愿
跑到百公里以外的哈密去治疗。

高湘玲在积极收治病人的同时，
对院里专业基础差的医生进行每周4
次的急救培训，并且建立了“大医无
疆”微信群，很快就成了伊吾县域内医
生们免费的学习平台。随着培训和交

流学习的深入，当地医疗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很多患者也不再辗转到哈密
市就医了。

“怎样在 3年时间内把先进的医
疗技术留下来？”这是兵团第十三师红
星医院副院长张长远从开始医疗援疆
工作时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把精湛的技术留下，将情谊的种
子播下。为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
医疗队伍，张长远逮住机会就会对院
里的年轻学员进行一对一授课，手把
手指导。在他的带动下，医院2017年
共举办各类讲座近 650场，带教查房
900余次，带教手术600余例。

借助河南援疆的春风，医疗援疆
不仅为哈密的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实惠，还提升了当地整体的
医疗技术水平。

对口援疆既注重“输血”也注重
“造血”。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
挥、哈密市委副书记李湘豫介绍说，新
时期我们始终把援疆干部人才作为援
疆工作的重要力量，以“传帮带”加快
当地干部人才的能力建设，打造一支
永不走的队伍。

援疆大计，民生为本。在河南援
疆的“民生清单”上，除了医疗援疆外，
支持教育发展，实施安居工程……一
项项务实具体的援疆举措兜起哈密群
众“稳稳的幸福”。

产业援疆强经济

郑州弗光太阳能、双瑞风电、河南
天之丰、万绿园林……如今在哈密，

“河南印记”处处可见。越来越多的产
业从河南源源不断地“嫁接”过去，在
哈密这片热土上拔节生长、日益壮大。

在哈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北部新
兴产业园，新疆唱歌的果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的“冻干果蔬产品深加工”生产

线即将投产。
“我们现在有了新身份，是公司

的正式员工了。”伊州区五堡镇哈密瓜
种植户热合曼兴奋地说。以前每到夏
季，他们全家人要四处找销路，高产量
经常换不来高收益。

唱歌的果公司由河南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是我省产业
援疆的重点项目。该公司采取“公
司+农户”模式，对哈密的优质哈密
瓜、葡萄、红枣等进行精深加工，既能
加快当地农业产业化进程，又能让周
边200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积极对接郑州商品交易所，推动
红枣期货研发上市，争取设立红枣期
货交割库……”谈到未来的发展计划，
河南援疆指挥部产业合作办负责人、
哈密市发改委副主任焦澍信心满满。

加大产业扶持，促进社会就业。
2017年以来，我省把产业带动就业放
在援疆工作的首要位置，省发改委、省
工信委、省农业厅与受援地签署了产
业发展合作协议，支持特色产业发展，
搭建创业就业平台，有效促进了哈密
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实施
建设类援疆项目41个，计划投资10.5
亿元，其中援疆资金6.7亿元。此外，
结合当地民族刺绣传统工艺，我省安
排援疆资金3000万元，建设巴里坤县
民族服装产业项目，引导安阳安绣等
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式生产，带动少数
民族群众在家就业。

交流交融促团结

今年1月 10日下午，由河南援疆
郑州工作队和郑州慈善总会共同举办
的百辆保洁车捐赠仪式在哈密市伊州
区举行。这场以“民族团结一家亲”为
主题的捐赠活动如一股热流温暖着哈

密的寒冬。
“有了新的保洁车，今后的环卫工

作就更方便了，感谢河南的亲戚们！”
哈萨克族环卫工卡那提·扎力坎操着
并不流利的汉语，一字一顿说。

民相亲缘于心相通。为扩大豫哈
两地交往，促进民族团结，我省出台了
《河南省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开
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实施方案》，
深入开展两地文化交流、学校结对、医
院共建、人才互动、单位对口、社会结
亲、就业对接等。

省援疆指挥部组织了豫哈28所学
校520名师生参加“热爱新疆、牵手哈
密”豫哈冬令营和“采撷文化、走近中原”
豫哈青少年夏令营活动，体验感受中华
文化，推动豫哈两地人民互动融合。

焦裕禄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
院、大别山干部学院里，隔一段时间就
会有来自哈密地区的干部、人才在培
训学习。

我省将受援地干部培训纳入全省
各级培训计划，仅过去一年就在河南
省培训受援地党政干部 325名、基层
干部310名，实现当地乡镇（街道）、村
（社区）主要负责同志赴豫培训全覆
盖。培训中高级技能人才、企业管理
人才、部门行业专业技术人才590名。

民族团结，重在真情。河南援疆干
部人才骨干与12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或城乡低保户结对帮扶，帮助解决生
活、生产、就医等实际困难；组织慈善进
疆系列活动，调动河南社会力量进行贫
困帮扶，利用社会扶贫资金644万元。

犹如一场场“接力赛”，在接续援疆
的征程上，河南省第九批援疆干部人才
用真心与行动诠释着民族团结大爱，河
南人民与哈密各族干部群众像石榴籽
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心更近、情更深。

天山脚下，援疆脚步铿锵有力；戈
壁滩上，豫哈两地情深意长。③4

□本报记者 周晓荷

为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作
用，促进区域基础教育质量提升，1月
10日，河南省实验学校裕鸿国际学校
在郑州航空港区挂牌。

近年来，名校借助社会资本力量
开办的民办学校“遍地开花”，成为推
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力量。名
校不断“输出”血液，也引发了社会担
忧：名校教育资源是否会被稀释？民
校办学质量如何保障？

促教育均衡发展

此次挂牌的省实验学校裕鸿国际
学校，由省实验中学与裕鸿置业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是一所集小学、初中、
高中教育在内的全日制民办学校。企
业斥资 9亿多元，省实验学校进行管
理，2018年秋季学期面向社会招收小
学和初中学生。

近些年，名校与民办学校的联姻，
成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
径：如省实验文博学校、英才学校，郑
州实验外国语中学（原为郑州外国语
中学分校），郑州新奇中学（原为郑州
七中分校）等，这些学校改变了区域教

育面貌，让优质教育资源走到家门口。
我省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明确

“大力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鼓励企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
人利用非财政性资金依法独资、合资、
合作办学。郑州在教育事业“十三五
规划”中重申通过“扩建挖潜、一校多
区、强校托管、联合办学”等形式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辐射。
同时，按照相关要求，民办学校必

须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独立的校
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独立的财务会
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联合办学要有特色

名校“输出血液”方式多样，实践

中也出现过很多问题，民校如何办成
强校，真正发挥作用？

“保障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是关键。我们创办民办学校的初心
正是发挥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作用，
学校设立之初就有‘严规矩’和‘高
门槛’。”省实验学校副校长、裕鸿国
际学校校长殷红说，省实验学校在
办学理念、课程建设、教师发展、教
学改革等方面示范引领，派出管理
团队并承担新招聘教师的跟岗、培
训等工作，主要学科由学校派出骨
干教师传帮带。

在郑州新奇中学，教师队伍中有
一部分是郑州七中教学一线退休老教
师，管理团队全是原七中的校级干部，
在继承和创新公办与民办的管理优势
的基础上，构建管理体系。

“名校办民校，不能‘穿新鞋、走老
路’。”殷红说，民办学校要与母体学校
形成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格局，要办
出自己的特色。

民办学校开多了，是否会影响正
常办学？采访中多位校长表示，管理
人员的流动为基层教师提供了转岗提
升机会，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梯队式人
才队伍建设；信息化教学下，教学资源
的共享也变得不再困难。②40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我忙时在
家务农，闲时就到张来钢的核桃地去
打工，轻松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一个
月能挣2000多元。”1月13日，记者到
三门峡陕州区采访，西张村镇寺下村
王红妮开心地对记者说。

王红妮是个贫困户，在村党支部
书记牵线搭桥下，与本村的核桃种植
大户张来钢结成对子，既能照顾孩子，
又能拿到工资。王红妮的情况，只是
当地“差异化”带贫中的一个缩影。

金融扶贫过程中，陕州区创新带
贫模式，实施致富户和贫困户“1+1”
捆绑贷款，走出一条“强弱搭配发展产
业，共同致富奔小康”的独特道路。区
政府出台了《陕州区金融扶贫非贫困
户带贫贷款实施办法》，既满足了有带
贫意愿农户的贷款需求，又解决了贫
困户贷款发放难的问题。

该区从致富户中选定致富党员、
致富干部、经济能人、爱心人士、回乡
创业人员五类带贫主体，再根据贫困
户的不同类型，分类施策，制定“分红
型”“打工赚钱型”“打工赚钱+传授技
能型”三种不同的带贫帮扶模式和收
益模式，通过乡村党组织牵线搭桥、自
由结合等方式，一户致富户与一户贫

困户捆绑结对子，强弱搭配奔小康。
目前，陕州区已组合“1+1”帮扶

对子2765对，使有帮扶意愿的致富户
和贫困户结成“利益共同体”，达到了

“1+1>2”的带贫效果。致富户享受
相应的贷款政策：对带贫主体10万元
以内的贷款，执行“免抵押、免担保”，
执行基准利率，区财政全额贴息并承
担保费；对贷款超过 10万元的部分，
执行商业贷款政策。2017 年 8 月以
来，全区共办理发放金融扶贫贷款
6867 笔 3.64 亿元，其中为 2765 对非
贫困户与贫困户发放办理贷款 1.48
亿元。

有了金融扶贫“1+1”的支持，该
区一大批产业项目纷纷上马，新发展
蔬菜大棚1563个，种植果树1.2万亩，
药材种植 1.1万亩，户用光伏 3050千
瓦，养殖家畜 26000余头、家禽 20余
万只，产业连片成方、特色鲜明，已成
为农村群众致富增收的“聚宝盆”。

陕州区政府负责人说：“在下步工
作中，要指导好贫困户产业发展，适度
规模经营，做到村村有致富产业、户户
有增收项目，增强农户造血功能，确保
脱贫致富路上不落一户、不掉一人，彻
底打赢脱贫攻坚战。”③4

千里共筑豫哈情
——我省2017年援疆工作综述

省实验学校在航空港区开新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力

名校办民校，怎样“一荣俱荣”

陕州区

“1+1”捆绑贷款“贷”动致富路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1月 12日，
41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我省
警方从老挝押解回国，涉及安阳、许
昌、滑县等多地的 100余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成功告破。

去年以来，河南、陕西两地先后发
生百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其中我
省安阳、许昌、滑县等地冒充公检法机
关工作人员、网络兼职刷单和网上投
资诈骗犯罪高发，受骗人员300余人、
涉案价值 1000余万元。在公安部的
统一部署下，我省警方循线追踪、深挖

细查，最终确定多个犯罪窝点位于老
挝境内。河南、陕西两地警方组成工
作组赴老挝，与老挝警方联手开展专
案侦查打击。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我省警方工
作组很快锁定涉及我省的诈骗犯罪窝
点的具体位置，摸清了犯罪团伙架构和
人员组成情况。在老挝警方的配合下，
我省警方工作组成功捣毁诈骗窝点4
个，抓获团伙成员41名，查扣冻结涉案
资金 300余万元，缴获大量作案用电
脑、电话、手机卡和银行卡。③4

我省警方赴老挝开展专案侦查打击

4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落网

本报讯（记者 卢松）1月 12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民政部日前确
认 48个单位为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
理实验区，我省嵩县、汝州市、禹州市、
西平县入选。实验时间从2018年1月
至2021年1月，为期三年。

据悉，为完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
扩大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去年4月，民
政部决定开展“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
验区”建设工作。此次我省入选的 4
个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分别担
当着不同的实验主题。其中，嵩县的
实验主题为“探索贫困地区农村社区
治理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与精准

扶贫有机结合”；汝州市的实验主题为
“以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为统领，构建党
组织领导、多方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
机制”；禹州市的实验主题为“以美丽
乡村建设为载体，打造人居环境优美
的农村社区”；西平县的实验主题为

“完善农村社区服务设施，推动农村社
区公共空间建设和运行机制创新”。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省民政厅将组织力量指导各实验
区根据实验主题和任务，充实完善实
验方案，确保实验工作有序推进，力争
为推动全省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提供示范。③7

首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出炉
我省4县（市）入选

1 月 14日，阳光明媚，鹿
邑市民漫步上清湖边，享受
惬意生活。当地政府确立“改
善水环境质量，建设环境良好、
人水和谐生态宜居城市”的治
水思路，先后投资 3.87亿元，
对风景河、护城河等进行治理，
打造城市亮丽风景线。⑨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水韵鹿邑

1月14日，夏邑县郭店镇关楼村村民在制作麻糖。春节临近，麻糖作为豫
东特色小吃深受欢迎，村民加紧生产，以满足节日市场的需求。⑨3 苗育才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从 1月 14
日开始，我省有一次持续静稳天气过
程，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全省
大部有轻到中度霾，北中部部分地区
有重度霾。

1月14日，全省气温大幅回升，平
均温度9.2℃。其中，林州市和商城县
最高气温达14℃。省气象台最新预报
显示，我省虽然告别冷空气，但 14日
下午至 17日全省将出现静稳天气过
程，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霾
污染天气严重时，建议公众应尽量减

少户外活动，外出时可佩戴 PM2.5防
护口罩。

天气预报显示，1月15日，全省多
云间阴天，凌晨到上午，我省中东部、南
部部分地区有雾，北中部、西南部空气
污染，气象条件较差；黄河以南大部分
地区有零星小雨或小雨，其中西部山区
有零星雨夹雪。16日，东南部小雨停
止转阴天，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17
日到18日，全省多云到晴天，自北向南
转偏北风4级左右。16日至17日，黄
淮之间空气污染，气象条件较差。③7

本周我省告别冷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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