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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志雄

全国人大代表王馨建议，家乡已

铺就了美丽乡村道路，拿出满满的政

策扶持，呼吁更多人回乡创业。“以现

代农业为例，可以走农业致富之路，

在科学种植养殖方面下大功夫，采用

定制化的种植养殖，运用互联网技术

促进农副产品销售。”（见 3月 13日
《大河报》）

王馨的建议有春风的温度，承载

着返乡创业者花团锦簇的梦想。近

年来，我省返乡创业人数逐年上升，

2017 年新增返乡创业 22.65 万人，带

动就业 251.08 万人。有总规模百亿

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支持，

有良好的创业培训与指导，农民工返

乡创业已成为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

就地转移就业的重要渠道，返乡创业

农民工也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更好地发挥返乡创业农民工的作用，

还要针对性地加大扶持支持力度，比

如，农民工对工商、税务、金融、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欠缺，能否为其

注册登记设立“绿色通道”？现行政策

性农业保险未针对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专门保

障，能否优化服务，在完善政策性农业

保险制度的同时，探索建立政府支持

的农业巨灾风险补偿基金？

据悉，今年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

工作目标是：扶持返乡创业 20 万人，

力争带动就业 200 万人。迟日江山

丽，春风花草香。各级政府要把引进

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

内容，做好信息对接和跟踪服务，不断

完善创业平台，使更多返乡创业农民

工享受到公共孵化服务和政策优惠，

释放出创业创新的巨大能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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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返乡创业之路更宽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吴倩 王园园）3月 10日下午，在全国
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郑州
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宋砦村
党总支书记宋丰年走进北京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全媒体报道中心，做客
《总编有约》，就如何让全面依法治国
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谈自己的看法。

宋丰年说，政府工作报告实事求
是，催人奋进，感受最深的是报告中
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部署很全面
很具体，反映出了农民的心声和愿
望。宋丰年表示，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宋
砦村这样经济基础较好的农村，农民
富裕了，精神文明建设也要抓好，法
治意识、法治观念都要跟上来，乡村

治理才会更有效，乡风才会更文明。
宋丰年介绍，宋砦法治展览馆自

2016年12月1日开馆至今，已接待3
万多人次参观。宋丰年说，下一步法
治展览馆将增加一些新时代的内
容。今年宋砦村的法治论坛定于 9
月举行，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开始。法
治论坛的主题将紧密结合乡村振兴
战略和乡村发展治理中的热点难点，
为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为新时代美丽
乡村建设服务。③5

全国人大代表宋丰年

让全面依法治国战略
在基层落地生根

□杨来法 全国人大代表、栾川县潭头镇拨云岭村
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要把脱贫攻坚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结合
起来，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我们村是“挂”在山坡上的一个小山村，石厚土
薄，全村102户430口人，散居在5平方公里的沟沟
岭岭之间，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在扶贫搬迁、特
色农业、生态旅游等扶贫项目的带动下，我们村在
2017年年底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不仅成了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也华丽转身为“美丽乡村”示范村。

如今，村民的钱包鼓了起来，精气神也重提起
来。回想起我们村由穷变富、由富变美的经过，我
有很多感触。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以前，全村只有一个
出口与外界联通，村民出村都要赤脚过河。我当村
党支部书记后，领着全村党员修了一条宽3.5米、长
3公里的盘山道路。路修通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
心也通了，党支部的威信树立起来了。在党支部的
带领下，拨云岭村的脱贫之路越走越敞亮。

脱贫攻坚应因地制宜，不能“石头上种蒜”。以
前我们村只是种植粮食，村民们土里刨食，日子过得
很苦。经过外出参观学习，从2012年开始，党支部
决定村里的1050亩土地全部改种核桃树，在核桃
树下间种油用牡丹、散养柴鸡，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
旅游。在生态旅游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开起
农家宾馆，摆起小吃摊，卖起工艺品。2017年我们
村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送给农民的又一个
大礼包。啥叫乡村振兴？在我看来，本地人不愿
离开，城里人都想来，就是乡村振兴。我愿带领乡
亲们走好乡村振兴之路，让拨云岭村更富裕更美
丽更和谐。③4

（图/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孙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加大精准脱贫力度，深入推进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脱贫攻坚越往后，遇到的越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河南来说，如何持续发力，坚决打赢打好这场硬仗中的硬仗？连日
来，我省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史秉锐 全国人大代表、省扶贫办主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
效。2013年至2017年年底，全省有577.7万农
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37.3万贫困人口搬
出深山，黄河滩区迁建规划启动实施，进展顺
利；5514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序列；已有 3个贫
困县脱贫，还有3个国定贫困县已通过省级核
查，近期有望摘帽。

在推进脱贫攻坚进程中，我省不断加大财
政投入，仅2017年政府投入资金和整合资金就
较 2016年分别增长 240.8%和 93.14%。认真
落实中央“六个精准”的要求，对4个省定深度
贫困县和1235个深度贫困村，制定专项推进方
案。认真落实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扶
贫等政策，做到“精准滴灌”。重点抓好产业扶
贫和转移就业扶贫。积极创新小额信贷等金融
扶贫。高度关注农村特殊困难群体脱贫，积极
推广上蔡县贫困重度残疾人集中托管模式。针
对“三山一滩”贫困地区，积极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让贫困群众搬出深山、住进新房子、参与新
产业。

我省脱贫攻坚任务依然繁重。目前，全省
还有47个贫困县、3723个贫困村、221万农村
贫困人口，这些都是脱贫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
要做好这一部分人口的脱贫，必须要付出更多
努力。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政府
工作报告的要求，制定好实施好我省精准脱贫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撸起袖子加油干，把各项工
作落实好、推进好，为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作出河南应有的贡献。

□窦荣兴 全国政协委员、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作为河南省目前唯一的省级法人银行，中原
银行始终将金融扶贫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
战略部署，探索“县域支行+乡镇支行+惠农支付
服务点”三位一体服务体系，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截至2017年年底，中原银行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达27.75亿元。

在金融扶贫中，我们的理念是帮助贫困户脱
真贫、真脱贫。中原银行将贫困户分为有劳动能
力有经营项目、有劳动能力无经营项目和无劳动
能力三类，有区别有针对性地开展金融扶贫，努力
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扶贫创新之路。

针对有劳动能力有经营项目的贫困户，通过
“普惠授信”“卢氏模式”给予贷款支持，帮助他们
开展经营项目。针对有劳动能力无经营项目的贫
困户，通过“公司+农户”模式，解决“带贫企业”的
融资需求，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就业。针对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推出“幸福顶”光伏贷款和村级
扶贫电站，给贫困人口带来“阳光收入”。

在金融扶贫的过程中，我们还引进了曾获诺
贝尔和平奖的“格莱珉模式”，聚焦和破解“三农”
融资难。此外，我们还从扩大网点渠道服务体系、
单列扶贫信款政策、“电商+金融”“知识扶贫”等
方面开展一系列工作，取得不错的成效。

2018年，中原银行将继续实施“上网下乡”发
展战略，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群体，重点
推广线上“幸福顶”贷款、“吉时语”普惠小额贷款、
卢氏模式和兰考普惠授信模式，试点“两权”抵押
贷款和农业产业链贷款，逐步实现“服务不出门、
取款不出村、户户有授信、村村有网点”，打造农村
金融服务新标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让中原更加
出彩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刘勰

李灵变了。一头干练短发，一身合体西
装，言谈举止落落大方……3月 13日，记者
见到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周口市东新区许湾
乡李灵希望小学校长时，扑面而来的“职业
范”一改昔日的老印象。

她的境遇变了。2009 年，一张在雨中
艰难蹬着三轮车为学生们收书的照片，让李
灵的名字传遍全国，她的事迹打动了千万
人，最美乡村女教师、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全
国劳模……各种荣誉是对她最好的肯定。

她的学校变了。办学之初，学校仅有一
间旧瓦房、30多名学生；而今，学校拥有 18
个教学班、700多名在校生，宽敞的校园里，
教学楼、宿舍楼、餐厅、文化室一应俱全。让
她由衷高兴的是，在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帮助
下，她当初心心念念的图书馆终于建起来了，
再也不需要她走街串巷辛苦淘旧书了，孩子
们可以坐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中，尽情在书
的海洋里遨游。

一切都在变，不变的是李灵的初心。
初心是对孩子们的爱。当初，凭着这份

爱，她将青春年华付诸酷暑，顶着日晒雨淋，
在城市街头吃力蹬着三轮车为孩子们收旧
书。而今，凭着这份爱，她成立了爱心图书中
转站，把人们捐助的图书送到更多农村孩子
的手中。她还主持建立了爱心图书室，让30
多所乡村小学的孩子获益。

初心还是对基层教育的责任。当初，凭
着这份责任，她负着债、咬着牙给老家的留守
儿童办学校。而今，她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肩
负了更大的责任，本次参会，她围绕乡村教
育、留守儿童、校园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多条有
针对性的建议。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距离当初聚光灯
关注的时刻已经8年多了，李灵说：“我还是
当年那个我。”③4

□本报记者 方舟 尚杰 李鹏

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所
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一张美丽蓝
图。站位全国看河南，发展坐标更清
晰。3月10日，“小薇跑两会·报告中
的河南机遇”系列节目邀请到了全国
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欧洲
研究所原所长周弘对此进行解读。

在周弘看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非常务实，其中“藏”有河南三大发
展机遇：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让河南走
向世界。她谈到，“一带一路”倡议目
的是把中国和世界相连，特别是把中
国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世界连接
起来。对于河南这个不沿边不靠海
的内陆省份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在
过去的几年里，河南实际上已经抓住
了这个机遇，无论是在中欧班列(郑
州)的建设谋划运营上，还是在电子
商务领域中，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
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希望这
样的开放发展势头，不仅要继续，而
且更深化。

其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原
文化大有作为。河南在这些方面能
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不仅在商务

贸易往来上，在文明发展中也会起到
积极的引领作用。政府工作报告提
到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
具体的落地措施。第一步就要建立
一个利益共享机制和责任共担机
制。河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关于人
类共同命运的内容，有着大可挖掘之
处。这种挖掘能够造福社会，使我们
内部发展更加平衡，同时也可以对人
类社会有所贡献。

最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河
南任重道远。周弘代表说，中原大地
孕育着一种古往今来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精神力量，它蕴含在我们的精
神世界里。她还提及，自己曾先后两
次到开封看过实景演出《大宋·东京
梦华》，第二次看到的比第一次要好，
这说明我们的文化工作者在不断挖
掘其中的内涵，同时也在展示着一种
流光溢彩的美。这样的工作是需要
持续发力的。③5

开放的河南要善于展现文化之光

“最美乡村教师”
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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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南代表团代
表在会场上交流互动、热烈讨论。一个个话题在碰撞
中清晰，一个个建议在讨论中成熟。他们深知，这份
沉甸甸的责任，来自人民的信赖。⑨3 本报记者 郭宇
董亮 摄

共同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