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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 小目标 看看各地咋出招 信阳篇20182018

截至2017年信阳全市创建

●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672个
●各级文明村镇837个
●国家级绿色村庄76个
●省级生态村177个
●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169个

2018年信阳美丽乡村建设目标

●落实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三年行动方案

●完成村庄整治98个以上

●创建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10个以上

●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

100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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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 月 23
日 ，“2018 香 港 欢 乐 春 节 文 化 庙
会——中华源·老家河南”活动新闻
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春节后，来自

“老家河南”的中原庙会，要开到香港
大都市。

据省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负责
人介绍，2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七）至
27日（农历正月十二），由中华文化联
谊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河
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
中原庙会，将在香港九龙公园举行。
庙会以“老家河南”为主题，设置了六
大板块，包括“文明河南·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功夫河南·武术民俗文化表

演”“多彩河南·旅游文化摄影展”“物
美河南·名优特精品展”“魅力中原·
唯美河南印象展”“根在河南·姓氏根
亲文化展”等“五展一演”。活动现场
将设立大型 LED宣传屏，滚动播放
河南省及省辖市的宣传片，展示河南
历史文化、人文风光及各地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

近年来，我省文化项目频频亮相
国内国际舞台，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已
成为连接海内外同胞的一条纽带。
2015年，我省承办了“第五届海峡两
岸春节民俗庙会”活动，拉近了台湾民
众与河南人民的感情。此次庙会是我
省庙会活动第二次走出河南。③7

中原庙会，香港见！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怎样对付网络攻
击、网络欺诈、黑客入侵、信息泄露等令人头
疼的网络安全问题？我国科学家有高招。1
月 23日，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拟态域名
服务器走出实验室，在洛阳举行中国联通河
南省分公司上线运行仪式。这是我国首次在
运营商现实网络环境中对拟态防御理论进行
试点应用。

2007 年，受自然界最为奇妙的“伪装大
师”——“拟态章鱼”的启发，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
任邬江兴在世界上首次提出了拟态计算的概
念。2013 年 9月，我国科学家研制成功世界
首台拟态计算机原理样机，并提出了网络空
间拟态防御理论。

网络空间拟态防御技术和现有的各种防御
技术有啥本质区别？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各类信息产品就好比有缝的蛋，各种网络
攻击就好比苍蝇，而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尚无
法造出无缝的蛋，信息产品越复杂“缝”也越
多。传统的防御技术只是针对这些“缝”进行封
堵和加固，拟态防御技术则是对“蛋”进行重新
构造。这虽然不能让“蛋”上没有“缝”，但却能
实现“缝不可叮”或者“很难被叮”，从而达到净
化网络空间、确保网络空间安全的目的。

以拟态域名服务器为例，域名服务器主要
承担上网域名到IP地址的翻译转换功能，传统
域名服务器只有一个执行体，一旦漏洞遭到劫
持攻击，便会把目标域名解析到错误的地址。
而拟态域名服务器具有多个执行体，所以即使
某个执行体遭到攻击输出错误结果，只要多数
执行体输出结果正确，依然可以把目标域名解
析到正确的地址，从而大大降低了服务器被攻
击成功的概率。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
网购、网上支付。邬江兴院士表示，拟态域名服
务器上线运行，可以有效防止互联网诈骗，老百
姓网购、网上支付有了安全保障。

此次拟态域名服务器上线仅是拟态系列设
备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现网应用，后续还将陆
续开启拟态WEB服务器、拟态云、拟态数据中
心等网络核心设备和信息系统的实用化进程，
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提升公众安全感
提供一整套自主可控的解决方案。②40

□本报记者 栾姗 孙静

翻 开 2017 年 经 济 运 行“ 成 绩
单”，一系列关联转型发展的结构性
指标呈现较快增长，河南经济结构调
整的步伐在明显加快。

“高质量的GDP”正在取代“高增
速的GDP”。我省将增长动力从依靠
外延投入为主、数量增长型的“规模
红利”，转向内涵提升为主、质量增长
型的“生产率红利”，让所有市场主体
充分释放能量。

这些释放的能量，将给河南带来
什么？

新经济新业态茁壮生长
能灭火、能探查、能防爆，还能

“听人话”……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
机器战士，而是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与洛阳语音云创新研究院合
作研发的我国首款声控消防机器
人。“我们还将深入合作，开发呼救识
别等新功能，让特种机器人更加智
能。”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裴文良说。

这是我省新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
缩影。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19.1%、锂
离子电池产量增长229.4%、太阳能电
池产量增长84.3%、新能源汽车产量增
长17.1%……2017年，我省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增长16.8%、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长12.1%，分别高出全省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8.8个百分点和4.1个百分点。

跨境电商、平台经济、无人零售、
共享单车、创业基金管理等新兴行业
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并实现集聚发
展。以跨境电商为例，据郑州海关提
供的数据，我省跨境电商备案企业累

计达1405家，2017年，郑州海关共监
管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9128.7万票、
增长 59.1%，货值 113.9 亿元、增长
71.7%。其中，进口清单7366.9万票、
增长32.7%，出口清单1761.8万票、增
长8.5倍，出口单量呈现爆发式增长。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喻新安认为，新经济新业态具有无限的
发展潜力，并将逐步释放新动能新活
力，促进我省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新动能新活力不断积聚
去年，我省市场主体总量破 500

万户，居全国第5位、中部六省第1位。
市场主体蓬勃发展，与我省大力

推行的商事制度改革密不可分。我
省相继推出“三十五证合一”和“企业
登记全程电子化”改革，“多证合一”

极大降低了企业注册门槛，简化了注
册流程。同时，“企业登记全程电子
化”让企业注册实现“零跑腿”“无纸
化”，只要能上网，企业随时随地都可
以完成工商登记手续。“通过信息化
手段，再造企业注册流程，让企业设
立在最大限度内得到优化，切实为企
业减负。这一过程其实就是政府用
简政做‘减法’换来市场活力的‘乘
法’。”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说。

享受改革红利，我省市场主体释放
巨大活力。数据显示，我省企业活跃度
指数达 71.5，高于全国 70 的平均水
平。企业活跃度指数直接反映着区域
内的投资营商环境，体现着市场真正的
活力和发展潜力。

“外资愿意来，本地的企业家有
信心，这就是市场活力的真实体现。”
喻新安说。③6

“年终亮眼数据看过来”系列报道之四

转型转出“高质量的GDP”

1月 23日，在上汽集团
乘用车郑州基地总装车间，
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生产。该
基地拥有先进的模块化平台
工厂，最快60秒就有一台车
身下线。预计2020年郑州
基地二期项目投产后，年产
量将达60万辆。⑨6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1月 21日，嵩县城关镇菜园村党建文化广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这里
正在举办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百姓春晚。精彩的节目，赢得乡亲们阵阵喝
彩。⑨6 高山岳 罗孝民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奇峰耸立松傲雪，小村静伫绿
映红。真没想到，里罗城会这么美，
不愧为全国美丽乡村示范村，小村大
美，大美啊！”1月 20日，专程赶来商
城参加第三届大美里罗城民俗文化
节的武汉游客鲍先生一路欣赏着美
丽的山水田园风光，一路赞赏不停。

散落在大别长淮间的成百上千
个山野小村，仿佛突然之间赢得了越
来越多外来游客的青睐，这缘于近年
来信阳持续推进的以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为主要
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

截至 2017 年年底，信阳全市创
建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672个、各级
文明村镇837个，国家级绿色村庄76
个，省级生态村 177个，市级美丽乡
村示范村169个，获得全国生态文化
村、中国景观村落、全国美丽宜居示
范村、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村、全国

文明村镇、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等部级
荣誉 39项，信阳平桥区郝堂村获得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商城县还被
评为“美丽中国·全国创新示范县”。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信阳农村最
大的优势和宝贵财富，信阳将持续对
照环境美、田园美、村庄美、庭院美的
要求，加快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扎实

走好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信阳市委
农办负责人告诉记者，正在实施的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将美
丽乡村建设纳入脱贫攻坚重要考核
内容，结合国家森林城市创建，积极
开展美丽宜居乡村示范工程，2018
年建设美丽乡村示范村100个以上，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山水
公园+乡村画廊”的全域旅游大公园，
要让一个个乡村“美”起来。

发展休闲观光、乡村旅游、茶文
化旅游等新兴业态，开展田园综合体
建设试点，让乡村“富”起来；加强传
统村落抢救保护，传承发展农耕文
明，不断提振农村精气神，让乡村

“活”起来；健全乡村便民服务体系，
大力推进“互联网+”进农村，让乡村
生活“潮”起来……

“一山一水一画卷，一村一景一
首歌。一条串起无数美丽乡村的信
阳画廊正在变成现实。”谈起信阳乡
村的未来，信阳市委副书记刘国栋充
满希望。7

信阳今年将再建100个以上美丽乡村示范村

山水如画卷 乡村如画廊

本报讯（记者 卢松）省纪委监委
机关转隶人员已全部到岗，省纪委常
委会决定利用十天时间，自1月22日
起集中开展全员业务学习，加强党章
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培训，补齐
能力短板，提升综合素质，推动工作
融合，培养既能严格执纪又能严格执
法的纪检监察铁军，为省纪委监委机
关今年各项工作迅速开好局、起好步
打下良好基础。

据悉，为打造一支过硬纪检监
察干部队伍，省纪委精心安排培训

“套餐”，集中为机关人员“充电”。
此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专题讨论
和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方式进行，课
程安排紧凑合理，邀请北京大学法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姜明安等知
名专家授课，内容涉及党的十九大
精神解读、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深化推进监察体制改革、新时代

纪检监察工作新要求新使命等理论
知识和实务。

省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培训内
容紧扣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工作实际，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受训干
部普遍反映“听了很提神、很解渴，能
进一步夯实专业底子，全面增强履职
本领”。

为了尽快实现合编、合心、合力、
合智等“化学融合”，而非简单“物理
整合”的监察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
培训期间，省纪委机关各室都开展了
集中学习讨论，充分交流思想，推进
形成共识。“这次培训安排非常及时，
对我们转变工作思维、深入学习党规
党纪有很大帮助。”从省检察院转隶
来的马维民对新工作充满期待，“我
将迅速转换角色，以崭新的精神状态
和更加过硬的工作作风，在新的岗位
上履职尽责，再立新功。”③7

省纪委开展培训为机关干部“充电”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黄星 杨晓申

1 月 19日上午，镇平县安子营镇
姜庄村一处农家小院里热热闹闹。

人群正中，姜书坤站在桌前，悬肘
运腕，颇有几分书法家的气场。提按
顿挫，上联“脱贫不忘共产党”跃然纸
上；抖擞精神，下联“致富路上奔小康”
顺势而成，引来一阵叫好声。

“政府工作很到位，贫困家庭得实
惠”“政府来帮咱，用药不掏钱”……写
完最后一副自拟的春联，58岁的姜书
坤长出一口气，像是吐出了几年的愁
闷：“脱贫了，今年可以过个好年了！”

老姜写得一手好字，曾时常帮人写
春联，但是几年前，他没了心情，书法也
荒废了。姜书坤患有冠心病，干不了重
活儿，还要常年吃药；女儿27岁了，没对
象没工作，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一家三
口吃穿用度，全靠4亩坡上薄地。

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老姜的苦日
子熬到了头。

2016年 9月，经过精准识别，姜书
坤被确定为贫困户，一揽子帮扶举措接
连而来：他被定为低保户，每月可领取
低保金142元；享受医保救助“四次报
销”，一年 2500元左右的药钱省了下
来；县里实施“安居工程”，帮他盖起了
两间新房；参与光伏扶贫和到户增收项

目，分红3700多元……老姜家顺利实
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尤其令老姜高
兴的是，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他的
女儿被南阳市一家汽车4S店录用。去
年年底一算账，姜书坤一家人均收入近
5000元，达到脱贫标准。

生活有奔头，精神长“个头”。姜书
坤又拾起了酷爱的“写大字”，日日练
习。村里人都说，老姜的大字越写越
好，跟他的日子一样，芝麻开花节节高。

临近春节，姜书坤打算多写点春
联，送给乡亲们，表达对扶贫政策的赞
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算为大家
作点贡献吧。”他说，“开了春，我准备
再搞个养殖项目，争取不麻烦政府就
把日子过得美美的。”

阳光洒在冬日的小院里，暖洋洋
的。去年，镇平县4502户 16148名群
众，像老姜一样摘掉了贫困帽，全县贫
困发生率由4.99%降到3.59%。③5

脱贫的老姜又写起了大字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