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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月 23
日，省会首支“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
郑州金水区信基文化广场，以精彩的
文艺演出和免费写春联、书画创作等
活动，吸引了许多群众。这是郑州市
文化馆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为基层
群众送文化的一个创新之举。

演出现场好戏连台，丰庆路艺
术团表演的舞蹈《爱在天地间》，歌
唱家赵敏演唱的《大美郑州》，张弓
出演的豫剧折子戏等，很受群众欢
迎。唐毅、张旭阳等书画家组成的
书画团队现场创作，把吉祥话语写
在春联上，引得市民“哄抢”，一副副
对联、一张张“福”字映红了百姓的
笑脸。附近的居民靳阿姨说：“在家
门口看‘轻骑兵’的演出，感受到了
他们的为民情怀。”

郑州市文化馆馆长李桂玲表
示，“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将利
用多种文艺形式，把惠民、为民、乐
民的文化服务项目与群众精准对
接，满足城乡群众的精神文化需
求。③7

本报讯（记者 杨凌）1月 23日，
记者从总部位于郑州经开区的中铁
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新加坡地铁
汤申线T209标已正式贯通，该项目
采用中铁装备自主设计制造的两台
泥水盾构机，由中铁五局集团承建。

据介绍，为克服地层富水量大、
岩石强度高、地质软硬不均及突变
等复杂地质条件，中铁装备采用针
对性设计，量身打造两台泥水盾构
机——“中铁 209 号”和“中铁 210
号”服务于新加坡地铁建设。这两
台盾构机分别被命名为“张衡号”和

“詹天佑号”。中铁装备通过在海外
设立的营销中心和服务中心，确保

“即时响应，快速服务”，为客户提供
全程一站式全方位的技术服务，确
保了设备全程安全、优质、高效地完
成掘进任务。

中铁装备集团总经理卓普周表
示，T209标项目是中铁装备泥水盾构
机首次出口海外高端市场，项目的成
功将进一步提升中铁装备在新加坡地
下空间开发的市场地位，增强对周边
市场的辐射效应，为中铁装备进军海
外高端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月 23日
上午，河南省省直单位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授牌仪式暨河南大学—河南
省社科院联合招收博士后开题报告
会在郑州举行。省社科院等 6家省
直单位被授予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至此，我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达到290个。

博士后制度是中国培养高层次
创新型青年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
截至目前，我省共设立博士后流动站
64个，博士后工作站190个（含工作

分站 45 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290个，累计招收博士后人员3500多
人，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和人才保障，多次得到人社部、国家
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的奖励和表彰。

此次新增的 6家省直单位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分别是：省社科院、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省农村
信用社联合社、河南交院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郑州颐和医院、中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③7

省会首支“红色文艺
轻骑兵”受追捧

“中国制造”盾构机
首次运用于海外高端市场
新加坡地铁隧道T209标成功贯通

我省新增6家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豫创豫新

1月23日，扶沟县总工会开展下乡扶贫义写春联活动，为崔桥镇大刘村贫困群众送“福”。大红的春联既增加了节
日气氛，又传播了传统文化，让群众感到格外温暖。⑨6 张力友 李志 摄

1月 17日，汝阳
县自来水公司城区水
厂化验员在做水质化
验。该县近年来不断
加大安全饮水工程投
入，对水生产过程实
行随时监控，按时取
样、随时监测，确保
了县区居民饮水安
全。⑨3 康红军 摄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杨淇

1月23日早上5点半，寒气袭人，
一辆爱心早餐配送车抵达漯河市郾
城区环卫局城关环卫所门前，工作人
员把装有早餐的大保温箱抬下车，然
后迅速分装。这是漯河市总工会给
早班环卫工人送的免费早餐。

当天的早餐是稀饭、包子和鸡蛋，
打开盒子都还冒着热气。“为了保证饭

菜热乎可口，我们要把送到每个点的
早餐提前分装好。每个点都会有一名
班长来领取，然后由他们分发给环卫
工人。”环卫所工作人员龚雪玲说。

“瞧，热乎乎的，天天不重样。”早上
6时许，在漯河市区祁山路与辽河路交
叉口处，55岁的环卫工王继花领到早
餐，一边吃一边介绍：“花卷、包子、稀
饭、鸡蛋等，种类丰富。好得很！”

2015 年 7 月起，漯河市总工会

在全省工会系统率先实施“情系环卫
工——爱心早餐工程”，按照每人每
顿 5元的标准为 1500多名早班环卫
工人提供爱心早餐。2017年，环卫工
爱心早餐工程被漯河市委、市政府列
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实现环卫
工免费早餐全覆盖。

漯河市总工会积极行动，从去年
7月起，漯河市区共计2322名早班环
卫工人全部吃上免费早餐。随后，舞

阳县和临颍县也分别对县城的环卫
工供应免费早餐，漯河实现了对市区
和县城2982名早班环卫工免费早餐
全覆盖。

“由于起得早，原来我们都是干
完活再回家做饭或者买着吃，有时候
干脆不吃。现在能早早吃上热乎乎
的早饭，还免费。大家干起活来更有
劲了，我们这城市美容师也更自豪
了！”环卫工张香莲开心地说。③4

环卫工人的暖心早餐

叶县：精准扶贫 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范长坡

2017年，叶县举全县之力打响了规
模空前、力度空前的脱贫攻坚大会战，围
绕贫困群众增收、保障、创富、共享，着力
做好“加减乘除”四篇文章，在产业扶贫、
金融扶贫、健康扶贫、文化扶贫、行业扶
贫等方面多点发力、统筹推进。

叶县县长徐延杰说：“通过实施一
大批打基础、利长远，社会有影响、群众
得实惠的重大项目，全县困难群众参与
感、获得感实现了双提升，去年全县已
成功脱贫群众4833户18437人。”

产业扶贫一村不漏

产业扶贫是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的根本保障。按照“户有致富项目、村
有特色产业、乡有主导产业、县有支柱
产业”的要求，叶县合理布局脱贫产业
和项目，通过扶贫项目建设，让贫困群
众积极参与到脱贫攻坚中。

1月21日，邓李乡庙李村的“巧媳
妇”工程车间里一片繁忙。正在粘贴
服装衬布的王二华告诉记者：“‘扶贫
车间’建在家门口真是好，既能打工赚
钱，又不耽误种地、照顾家里。”

去年，该县为 120个贫困村分别
投资 75万元，建设了扶贫车间，让贫
困户、农村妇女及闲散劳动力不出村
子就能务工，真正实现了扶贫模式由

“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千头线”生态种养是叶县探索产

业扶贫的又一模式。该县以扶持畜牧
项目为条件，促使各龙头企业、养殖场
吸收贫困人员到场里务工。此外，每
条“千头线”支持10户贫困户，企业可
获得企贷企用政策性贷款50万元，同
时每年扶持每个贫困户4500元。

金融扶贫“造血”万家

叶邑镇思诚村贫困户王光超是个
养驴能手，想靠此发家致富，但苦于没
有本钱。县农商行在了解他这一情况
后，为他发放小额贷款5万元，帮他解
决了资金难题。去年，他卖了40多头
驴，毛收入有十几万元。

为解决脱贫道路上的资金“拦路

虎”，叶县建设了以县级服务中心为引
领、以乡级服务站为支撑、以村级服务
部为基础的县乡村三级金融扶贫服务
网络，并通过广泛宣传小额扶贫贷款
优惠政策、金融扶贫贷款模式及操作
流程等内容，引导贫困群众科学利用
金融政策脱贫致富。

好钢用在刀刃上,花钱花在根节儿
上。该县先后确定了集体经济、特色种
植、特色养殖、环保光伏等6类金融扶
贫资金重点支持产业，通过资金互助
社、小额扶贫信贷、金融扶贫合作贷款、
产业扶贫贷款和企业带贫贷款等方式，
形成特色鲜明、易操作的扶贫信贷产品
体系。其中，全县在171个村建立了资
金互助社，目前资金总规模达6000多
万元，累计发放借款额2.2亿元，成为群
众脱贫致富的稳定靠山。

健康扶贫拔去“穷根”

1月 22日，在廉村镇甘刘村卫生

室，村医刘超云叮嘱看病群众：“回去
后，打开爱心小药箱，用碘伏擦拭伤
口、一日三次……”

为贫困户配备“健康扶贫爱心
药箱”是该县健康扶贫便民惠民措
施 之 一 。 去 年 ，该 县 深 入 实 施

“10261”健 康 扶 贫 工 程 ，县 财 政
投 资 近 4000 万 元 实 施 标 准 化 村
卫 生 室 建 设 ，目 前 120 个 贫 困 村
的标准化卫生室全部建成投入使
用；为全县所有贫困户发放“健康
扶贫爱心药箱”1.4 万个；贫困人口
慢 性 病 报 销 比 例 由 65% 提 高 到
95%；4.7 万名贫困人口获得医疗扶
贫保险资助。

该县还不断降低群众基本医疗
参保费，提高门诊和住院费用、大病
保险报销比例，其中，33个重特大疾
病医疗保障住院病种发生的医疗费
用不设起付线，县级、市级、省级医疗
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提高到 80%、
70%、65%。

文化扶贫激发动力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近年
来，叶县充分发挥文化的激励作用，通
过“送文化”“种文化”，激发贫困人口
脱贫的内在动力。

建设村级文化阵地，为贫困群众
提供精神生活活动载体。去年，该县
积极建设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目前120个贫困村已全部建成并投入
使用，350个非贫困村正在稳步推进
中。

开展乡村文明“十个一”活动，让
改陋习、树新风真正成为群众的自觉
行动。其中任店镇的“好人好事”银行
在全县得到推广，新的村规民约、红白
理事会制度在广大农村得到普及。

营造浓厚氛围，助力脱贫攻坚。叶
县专门开播了脱贫攻坚调频广播
FM104.5，扶贫之声响彻昆阳大地；以叶
县精准脱贫为主题的现代豫剧《槐花湾》

在各地不断巡演，荣获“河南文华演出
奖”；全县开展扶贫政策宣讲活动1200
余场次，统筹安排“舞台艺术送农民”活动
205场，送电影下乡5548场……

此外，叶县还强抓基层组织建设
促脱贫，对 9个软弱涣散贫困村党组
织进行专项整顿，并打造出了“第一书
记尖兵连”；有效引导社会扶贫，深入
开展“百企帮百村”，29个企业帮扶72
个贫困村；不断夯实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完成10818户“六改一增”项目，对
231户贫困户进行了危房改造……

全面发力补短板，精准扶贫效果显。
去年，该县被国家卫计委、国务院扶贫办
确定为全国66个创建国家健康扶贫工程
示范县之一（全省3个）。全省文化扶贫和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现场会、平
顶山市“千头线”养殖现场会在该县召开。

“2018 年，叶县脱贫攻坚的奋斗
目标是：确保1.1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
脱贫，确保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确保
全县贫困发生率低于1.2%，确保实现
贫困县脱贫摘帽。这是我们必须扛起
的政治责任，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基本方略，对照脱贫标准，突出问题导
向，补齐差距短板，坚决啃下脱贫攻坚
这块‘硬骨头’。”平顶山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叶县县委书记古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