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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新闻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讯（记者 谭勇）1月 22日上
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河南
省白酒市场整治及豫酒质量安全提升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通过重
拳整治白酒市场，着力打造豫酒品牌，
助推豫酒转型发展。

我省是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大
省、消费大省和酒文化大省，涌现出宋
河、仰韶、杜康等知名白酒品牌，诞生
了2个国家名酒和4个优质酒。去年，
省委、省政府专门研究部署豫酒转型
发展工作，出台了《河南省酒业转型发
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力争
通过 5—10年的努力，把我省建设成

全国重要的优质酒生产基地、中国白
酒文化基地。

2017年，全省共查处酒类行政处
罚案件154起，货值金额367.7万元，罚
款272.6万元，移送公安机关13起，严
厉打击了白酒生产经营中的违法违规
行为。今年，我省将围绕维护酒类产品
质量安全，规范酒类行业秩序，重点做
好组织“双节”期间酒类市场大整治、抓
好企业主体责任贯彻落实、深化白酒质
量安全监管成效、推进白酒质量安全可
追溯体系建设、做好服务豫酒产业发展
等五项工作，着力打造豫酒品牌，助推
豫酒转型发展。③4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月 19日，
全省十多家骨干电商及物流企业共
同签署了《反“炒信”信息共享协议》，
成立河南反“炒信”联盟。该联盟成立
后，将在省商务厅、省发改委等部门
指导支持下，研究制定“炒信黑名
单”，加大对电子商务领域“炒信”的
惩戒力度。

当前，网购已成为群众日常生活
不可缺少的消费行为。大多数网民在
下单购买之前，往往会查看该商品的
网上销量、商户信用等级、用户评价等
信息，销量大、信用等级高、好评多的

商家无疑会聚集更高的人气。正因如
此，个别不良商家利用网络虚拟交易
炒作信用，欺骗误导消费者，通过炒作
虚假信用兜售劣质产品。这些失信行
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且破
坏了网络市场秩序，严重影响到电子
商务的持续健康发展。

河南反“炒信”联盟的成立，就是要
在政府部门、电商企业、物流企业之间
建立起反“炒信”信息共享机制，联合防
范、打击“炒信”行为，从而进一步规范
网络交易行为，提升交易主体信用真实
度，维护信用秩序，净化市场环境。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1月 22日，河
南省通信管理局发布了 2017年全省
信息通信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全省电
信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收入、4G用户、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等主要发展指标
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全国
前列。

2017年，全省信息通信业积极服
务网络经济强省建设，在提升信息网
络支撑能力、拓展“互联网+”应用、助
力全省脱贫攻坚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新
举措，业务总量和业务收入均保持快
速增长。电信业务总量完成1483.3亿
元，较上年增长97%，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 20.6个百分点；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632.2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4%，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 4个百分点；利润总额
完成98.2亿元，较上年增长21.7%，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18.2个百分点。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增值电信业务经营单
位总数达到1609家，居全国第7位，比

2016年提升 2个位次，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务收入
300万元以上）完成业务收入 52.4 亿
元，较上年增长127.1%，实现翻番。

宽带建设深入推进，网络能力持
续提升。4G基站达到17.9万个，居全
国第6位。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
4475.9 万个，居全国第 6位。光缆线
路总长度达到175.1万公里，居全国第
7位。全省所有行政村和贫困自然村
实现4G网络全覆盖。

宽带用户加速升级，用户结构持
续优化。全省 9704 万电话用户中，
4G用户6045.7万，居全国第4位。互
联网用户总数达到 9670.8万，居全国
第 5位。融合业务继续爆发式增长，
物联网用户达到 1151 万户，居全国
第 7 位，较上年增长 134.3%。IPTV
（互联网交互电视）用户达到 529.4万
户 ，居 全 国 第 8 位 ，较 上 年 增 长
68.1%。③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1月 22日，
记者从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获
悉，日前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14
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会上，“互联
网+龙门”行动计划作为中国唯一进入
总决赛的参赛项目，喜获“公共政策和
管理创新”大奖。

2015年7月15日，“互联网+龙门”
智慧景区上线运行，并持续不断完善和
创新，龙门景区先后进入大数据时代和
智能云时代。目前，搭建了以“4大平
台、7大板块、22个产品系列”为基础的

“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架构体系，实
现了“互联网+购票”“互联网+游园”“互

联网+管理”等多项功能，智慧旅游建
设得到旅游业及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
誉，入选国家旅游局首批“互联网+旅游
示范单位”，成为全国首个4G及Wi-Fi
全覆盖的大型景区、全国首个全面支持
微信支付的“微信支付旗舰景区”、河南
省首个“互联网+”上线项目。

在此次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大会
上，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选送的

“互联网+龙门”行动计划，从55个国家
和地区的128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
最终获得“公共政策和管理创新”大奖，
再次让全球游客领略了龙门石窟的文
化与科技魅力。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1月 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进一步支持返乡下乡创业的措施，并
特别提出允许利用宅基地建设生产用
房创办小型加工项目。那么，为什么
要对利用宅基地建设生产用房亮“绿
灯”？实践中要注意避开哪些“红
灯”？记者走访了有关专家和国土资
源部门相关人士。

“绿灯”亮起 给农民办
家庭工厂吃了“定心丸”

滑县留固镇陈星落村村民卢利霞
家每天人来人往，欢声笑语。原来，她在
家里办起了一个虎头鞋加工厂。卢利霞
曾外出打工，因婆婆有病需要照顾，她只
好返回家中。没想到，她在家里做的花
花绿绿的虎头鞋卖得很好，供不应求。

村里很多老人都会做虎头鞋。卢
利霞想：何不把老人们组织起来做虎
头鞋，把传统手艺变成村民致富的产
业呢？于是，她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两
间当“厂房”，建起了家庭工厂。如今，
她的工厂一年加工虎头鞋上万双，30
多个村民在工厂打工。一个村民说：

“这儿离家近，我有空就来干，一个月
能挣600多元呢。”

卢利霞的家庭工厂办有营业执照。
她说：“在家里办工厂，地方政府很支
持。如今，国务院允许在宅基地创办小
型加工项目，更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其实，我省早在2016年 8月下发
的《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
意见》中就提出，整合现有资源解决创
业场地，农民工返乡创办符合环保、安

全、消防条件的小型加工项目，允许其
在宅基地范围内建设生产用房。正是
在这一政策支持下，卢利霞的家庭工
厂顺利开办。

“如今中央对农村宅基地建生产用
房亮起‘绿灯’，从体制上为农村发展小
型加工项目提供了保证。”省国土资源
厅有关负责人说，盘活利用好农村宅基
地，不仅为农民创业致富提供了场地支
持，也有利于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勿闯“红灯”配套政策需跟进

太康县一个农民在家中办了个小
型木板房安装厂，因为锯末飞扬、噪音
大，左邻右舍很有意见。后来，当地政
府在村旁寻找一块废弃地，让他的木板
房安装厂搬出宅基地。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伟强说：“宅
基地上建生产用房创办小型加工项目
也有‘红灯’，不是啥项目都能干。”他认
为，关键要符合环保、安全、消防条件，
不能造成污染，更不能有安全隐患。

省国土资源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利用宅基地建设小型厂房，确实可以帮
助返乡回乡人员解决创业场地，但相
关部门的监管和服务都要跟上。

卢利霞准备扩大生产规模，想把
邻居的空院也利用起来。她说：“这样
能带动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但不知
道合适不合适。”一名基层国土资源部
门的负责人表示，多大规模的项目算小
型加工项目？建设厂房是只能在农民自
己家的宅基地上，还是可以横跨多家相
邻的宅基地？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逐
步完善相关政策加以解决，以便为返乡
下乡人员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③5

我省重拳整治白酒市场
促豫酒转型发展

我省成立反“炒信”联盟

“互联网+龙门”获联合国大奖

2017年全省信息通信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收入翻番

宅基地建生产用房获允许，返乡创业该咋干

用好土地“绿灯”勿闯政策“红灯”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你问俺‘增孝扶贫’是啥？俺当
然知道了。就好比一个锅，你往里加
一瓢水，政府就给你添一碗，锅里的水
就越来越多了。”1月 22日，济源市王
屋镇桃花洞村的侯小改说起市里搞的
增孝扶贫政策时，很形象地说：“加到
锅里头永远都是你自己的，政府是实
打实为咱好哩。”

侯小改的家庭属于因病致贫的类
型。她的丈夫去世，二儿子因为车祸留
下偏瘫后遗症，生活无法自理，她自己
也常年有病，大儿子是家里的生活支

柱。作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他们在想
办法脱贫，党和政府也在想办法扶贫。
市里出台了多项扶贫优惠政策，市民政
部门还推出了9个扶贫政策大礼包，其
中“增孝扶贫”更让人感到温暖。

从2017年 8月起，济源在全省率
先推出增孝关爱扶贫政策。凡具备农
村户口且年龄在 60周岁（含）以上的
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可申请增孝关爱
扶贫补贴。济源市民政局负责人介
绍：“按照子女每月给父母寄存的赡养
费金额，由民政局给予相应增孝补
贴。子女每月给每位老人寄存200元
(含)以上的，补贴 100元；低于 200元

的，按照寄存金额的 50%给予补贴。
以老人名义开设新账户，子女每月要
将赡养费寄存到该账户，账户由村会
计和老人共同管理。村会计负责统一
为全村贫困老人申报民政补贴，并存
入该账户，老人可随用随取。”

侯小改的大儿子没有固定的工
作，但为了养活这个家，他到处打零工，
只要能挣钱，什么苦都能吃。当他知
道“增孝扶贫”的政策后，虽然收入低，

还是为老人每月拿出200元赡养费，民
政部门依政策为其母亲补贴 100元。
侯小改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目前，济源市已有符合规定的
399位老人，共收到增孝关爱扶贫资
金18.5万元。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好评。一位去济源调研扶贫工
作的专家曾用“增孝扶贫”作藏头诗：

“增薪农舍暖，孝感冬无寒。扶持爱有
痕，贫脱志更坚。”③4

“增孝扶贫”暖人心

1 月 22 日，郑州轨道
交通 5 号线沙口路至南阳
路段，工人正在进行铺轨作
业。郑州轨道交通 5 号线
是郑州地铁线路网规划中
唯一的环形地铁线路，全
程均为地下线，共设32站，
换乘站15座，计划2019年
通车试运行。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校自主
招生为有突出特长的孩子提供了更多
进入名校的机会。1月 22日，记者从
省教育厅获悉，今年全国有16所高校
的自主招生只面试不笔试，主要考察
考生在所报专业方向的特长及潜质。

这 16所高校是：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
矿业大学（徐州）、南京师范大学、合肥
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

地质大学（武汉）、陕西师范大学、东北
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其中，华中科技大学2017年自主
招生测试形式是以分专业面试进行的，
通过初步科学研究能力自我展示、抽题
问答、自由问答等环节，考查考生在所报
专业领域的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吉林
大学按考生所在学科组分别考核，主要
包括数学组、物理组、化学组、生物组、信
息组、英语组和文学组；北京工业大学面
试着重考查学生的学科特长、创新潜质、
综合素质和实践动手能力。③4

16所大学自主招生只面试不笔试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
宏冰 刘海涛）1月 22日，记者从信阳
市商务局获悉，2017年信阳实际引进
省外资金 230亿元，同比增长 8.6%，
增速全省第一；实际吸收外资5.1亿美
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省第四。

2017 年，信阳坚持多线作战与
精准对接并举，瞄准发达地区，主攻
重点产业，签约项目51个，签约金额
330亿元。组团参加多项全国重大
招商活动，累计引进省外项目 207
个，合同金额 557.9亿元。信阳高新

区新能源装备产业园、欧凯龙全球直
销中心等一批龙头型、基地型、支撑
型项目，以及安琪尔实业、耀华科技、
摩根电梯等一批外资企业先后落
地。积极推进信阳保税物流中心（B
型）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加
强与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知名企
业合作，打造跨境电商从产业到贸易
到服务的完整生态链，全年跨境电商
交易额达 7996万余美元，同比增长
54.7%，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拉动
贸易增长的作用进一步凸显。③5

信阳去年引资230亿元
增速居全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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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游客在鄢陵蜡梅苑拍摄怒放的蜡梅。当日，第七届中国·鄢陵蜡梅
梅花文化节在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开幕。该活动旨在不断扩大鄢陵蜡梅的品牌
影响力，努力打造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蜡梅生产、旅游基地。⑨6 牛书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