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区传真

图说信阳

新县 红色基因结出脱贫硕果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

冰 通讯员 虞静 聂建武）清明时
节，春寒料峭，淅沥细雨中，来自全
国各地的人们纷纷走进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烈士陵园、许世友将军故
里、卡房乡烈士陵园等一处处红色
革命纪念地……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红色精神。

来自郑州的韩女士鄂豫皖苏区
首府革命烈士陵园英烈墙前，指着
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告诉自己 6岁
的儿子：“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
有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
承而不灭。”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在清
明节全县革命先烈祭奠活动大会上
激情高呼。“在这种革命精神指引
下，我们必将以决战决胜的信心，赢

得脱贫攻坚战的最终胜利。”
在这块革命先烈浴血奋战的土

地上，红色精神激荡，红色基因在传
承，正在鏖战的脱贫攻坚战场上，红
色血脉奔腾不息。

4月6日上午，在柴山保革命根
据地陈店乡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
陈亮正在忙着帮群众交鲜叶、领茶
款。同陈亮一样，清明“小长假”期
间，220名第一书记、179支驻村工
作队奋战在基层一线，深入群众家
中发现问题、破解难题，用实际行动
感召着贫困群众，激发他们的内生
动力。

在红色精神感召下，三年间，新
县成功通过全省脱贫攻坚验收，73
个贫困村全部摘帽出列，4万余名贫
困群众稳定脱贫。6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
冰 通讯员 徐维 余江）“以往出门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卖个菜要
走个把小时才运到乡镇街上。现在
好了，电话一打，来辆车能把全村的
蔬菜拉到县城、省城。”4月16日，息
县路口乡罗庄村豫治有机蔬菜合作
社的负责人夏玉志正领着乡亲们把
出产的蔬菜装上冷鲜车。

如他所言，以往息县乡村交通十
分落后，乡村优质农产品卖不出去。
脱贫攻坚开始后，县里认识到脱贫的
路离不开交通条件改善。为此，息县
决心补齐交通基础设施落后这块短
板，两年间争取上级交通补助资金
1.69亿元，整合财政涉农资金9.36亿
元，县本级财政投入资金 12.46 亿
元，建成农村通村通组道路1971公
里、陪护路肩3580公里，率先达到村
村通硬化路、通客车和通邮路 3个

100％，个别村实现户户通。
公路建好后，公路部门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将路肩树木种植管护
交由所在村管理，设立公益性岗位，
安排贫困家庭人员就业，形成路肩
林带管理和农村公路日常管护长效
机制，在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的
同时，也使乡村道路更畅通、农村面
貌更美观。

同时，他们更加注重交通对扶
贫产业发展的促进引领作用，将路
修到建立扶贫车间和生产车间，吸
引扶贫产业纷纷落户农村，扶贫产
业“多彩田园”示范工程落地 108
个，实现了99个贫困村全覆盖。

同时引进移联网信集团投资
50亿元，开建息县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园区，着力解决农村电商物流“最
后一公里”，300多辆新能源物流货
车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之间。6

息县 打造“交通+”扶贫新路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
冰 通讯员 韩浩 秦怡欣）“我这做
馓子的技艺是祖传的，到我这儿已
经第四代啦！”4月 15日，淮滨县麻
里贡馓传人胡桂华骄傲地说，“如果
不提前一周预定，还真买不着。”

相传麻里馓子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吃后赞不
绝口。明清时期被列皇室贡品，故
被称“麻里贡馓”。2016年，被评为
第三批“中原贡品”。

像胡桂华这种贡馓传人的手工
作坊，在麻里有几十家，基本上家家
顾客爆满，外地客商纷纷慕名而
来。

“我们在保留麻里贡馓传统制

作工艺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包装工
艺，搭建网销平台，开通同城快递等
手段，很快让麻里贡馓成为‘网红’
食品。”在胡桂华新建的200平方米
贡馓车间内，麻东村第一书记汪俊
武乐呵呵地介绍，“他原来聘有5名
工人，都是当地贫困户，扩大规模
后，至少还需要十多个工人。”

从推车叫卖到开店零售，到电
话预定、送货上门，再到网络售卖、
礼盒包装、快递全国，麻里贡馓在不
同年代的不同销售方式，让这里几
代人经历了麻里生活变迁史。

“如今啊，靠着卖贡馓，乡亲们
终于能够脱贫致富啦！”胡桂华充满
希望地说。6

淮滨 贡馓飘香富农家

“大班额”“农村弱”怎么破
信阳打出均衡教育“组合拳”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唐族启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上好

学”的需求更加强烈。努力消除城乡、

区域、校际间的差距，全面改善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即“全面改薄”），破解“大班额”“农村

弱”难题，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优质

而又公平的教育，信阳打出了一系列

“组合拳”。

4月 10日，一走进位于浉河区民权路
的信阳市胜利路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镌刻着“走向胜利”的巨石，巨石后一棵紫
薇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2014年，学校搬入现在的校园后，在
此立下了这块刻有校魂的巨石，栽下了这
棵紫薇。”陪着我们走在干净整洁、芳草萋
萋、绿树参天的校园内，校长吴黎霞微笑着
说，“我们希望孩子们由此启程，一步步走
向胜利，像这棵紫薇花一样枝繁叶茂，茁壮
成长，花开灿烂。”

吴校长接着介绍：“从老校区搬入新校
区，在坚持小班额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学校
教学班从48个增加到82个，学位增加近一
倍。这是市、区联手实施‘腾笼换鸟’，积极
推进‘城镇扩容’，破解‘大班额’带来的显
著成效。”

2014年，利用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择址
新建的有利时机，信阳并没有像其他地市
一样，将位于中心城区的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老校区拍卖开发，以缓解建校经费紧张
的压力，而是积极推动信阳市第一高级中
学整体迁入。随后将信阳一高的老校区腾
给信阳市胜利路学校，而胜利路学校的原
校区，则划归信阳市第三小学。经过这轮

“腾笼换鸟”，各学校学位均大幅增加。仅
此一项措施，共为浉河区中心城区带来新
增学位4000余个。

浉河区是信阳市中心城区，较高的义
务教育质量吸引越来越多的区外学生前来
就读，户籍外学生入学比例已近 60%，“大
班额”问题凸显。近年来，该区积极推进

“城镇扩容”和城区学校布局优化调整，创
新实施“名校办分校”“强校带弱校”的集团
化办学模式，新建九中春华分校、三小春华
分校、三小正商分校，将信阳市第十一中
学、第六中学相继调整为浉河中学五星校
区和九中东校区，平均每年新增学位1800
个以上，信阳中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不断
增加，“大班额”难题逐年缓解。

商城县鲇鱼山中学和鲇鱼山中心小学地处城
乡接合部。随着县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里生源
逐年减少。与之相对应的却是城区中小学学位紧
张，大班额居高不下。

该县教育部门结合县城商务中心区规划，及时
推动调整这两所学校为商城县三中和商城县六小，
由商城县铭居地产无偿捐资1400万元，新建占地
4.6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新校
区，新增学位 3100余个，于 2017年秋季正式搬入
新址。

光山县持续加大教育投入，自2013年起，先后
投资近 1.8 亿元，在县城新建县五小、县实验中学
（含县六小），启动县九小建设，同时在县城规划新
建县八小、县十小和县六中，加速解决城区学校“大
班额”和入学难问题。

据信阳市教育局局长苏锡凌介绍，2014～
2017年间，信阳“城镇扩容”工程共规划项目 213
个，仅2017年就投入资金5.6亿元，47个规划项目
全部建成后，新增学位3.2万余个。今年规划建设
的27个项目正在倒排工期，加紧推进。

3月 20日，在信阳市教育工作会上，包括浉河
区教体局、商城县教体局和光山县教体局在内的14
个单位被分别表彰为“全面改薄”“城镇扩容”及农
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先进单位。

平桥区明港镇新集村原本村庄破败，青壮
年外出，只剩下老人和孩子。2014年起，只有3
个年级6个老师17个学生的村小学被改造成寄
宿制学校，吸引 300余名留守儿童前来入学就
读。2015年，这里成为平桥区寄宿制小学生活
教师培训基地，全国首本《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
教师培训手册》在这里诞生。

留得住孩子的村庄，也拴住了大人们的
心，寄宿制学校成为村庄发展的强磁场。一手
强教育，一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越变
越美，村庄越来越有生机和活力，在外打工多
年的人也慢慢回流。以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化
学校布局的做法在信阳被广泛推广，并得到国
家和省里的充分肯定。如今，全市已改扩建或
新建农村寄宿制学校 347所，其中九年一贯制
寄宿制学校27所，在校寄宿生近18万人，另有
62所学校已经列入2018年寄宿制学校建设规
划。

到今年年底，信阳将有 575所学校被列入
“全面改薄”项目，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和标准化
建设将得到全面改善。罗山、新县、光山、潢川
等已经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县国家评估认
定，商城、淮滨、息县正在申报省和国家评估验
收。6

寄宿学校全面开花

C

罗山县依托灵山、何家冲等旅游胜地为中心的南部山区生态旅游资源
优势，着力完善配套交通、餐饮、服务等软硬件设施，引导扶持发展民宿经
济、乡村旅游，带动农民年增收逾8000万元。图为游客在该县山店乡桃源
居赏花 6 陈世军 摄

光山县仙居乡张湾村青春合作社种植有 280亩无公害绿色晚秋黄
梨。为了保证黄梨品质，该县农业部门指导社员采用园区覆网、挂灯灭虫
的办法助农增收。合作社2017年纯收入达160多万元，带动种植户增收
脱贫。图为4月13日，社员正在悬挂物理杀虫灯 6 谢万柏 摄

“名校战略”培优育新

“城镇扩容”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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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个县区被纳

入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

播新植绿处处春
信阳城市建设拥“林”入怀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春到
信阳，城乡播新植绿，处处繁忙之际，喜讯也接连
传出：3月 25日，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在北京发布

“2018百佳深呼吸小城入围名单”，信阳市商城
县、新县同时入围；3月 27日，在“2018中国森林
休闲与健康高峰论坛”上，鸡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凭借优良的森林资源、优质的生态环境、优美的
自然风光，被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森林休闲体验
分会命名为“中国森林养生基地”，系河南省此次
唯一命名的中国森林养生基地。

“这是信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持‘让森林拥抱城市，让城市走进森
林’理念带来的喜人成果。”信阳市副市长胡亚才
表示，自2017年起，信阳利用自然山体和河湖资
源，积极谋划37个山体保护和修复项目，在中心
城区新建占地2000多亩的羊山森林植物园和羊
山公园，增添“城市绿肺”。2017年年底，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工作正式启动，信阳市财政安排专项
资金800万元，各县区也将创建专项费用纳入年
度财政预算。

记者从信阳市林业局获悉，截至4月8日，信
阳今年造林 32.89万亩，森林抚育 38.46万亩，造
林面积超出省下达任务6万余亩。全市395万余
人参加义务植树，共植树1828.9万棵。

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城市和国
家级生态示范区，信阳近年来坚持政府统筹主导，
搭建融资平台，引导社会资本多渠道、多形式投资
造林绿化，着力营造社会得绿、企业得利、农民得益
的多赢局面。

对以经济效益为主的林业产业基地建设，主
要用国家和省林业生态建设资金给予补贴；对以
生态效益为主的廊道绿化、村镇绿化和农田林网

等绿化工程，按时兑现各级财政补贴，确保经济
效益相对较低的造林工程有人干。如今，全市已
形成茶叶基地210万亩，苗木花卉基地47万亩，
油茶基地79.21万亩，板栗基地108万亩，速生丰
产林基地220万亩，催生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42家。

坚持水、田、林、渠、路综合治理，提升农田林网
的景观效果。目前已超额完成2018年高速公路、
国省干道、铁路等重点路段廊道绿化任务，绿化面
积达1.47万亩。全市集中居住型村庄绿化覆盖率
达32.5%，分散型居住村庄绿化覆盖率达44%，进
村道路、周边水岸绿化率在95%以上，涌现出平桥
区郝堂村、新县西河村等一批美丽乡村和生态文化
村，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信阳还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
补偿机制。通过森林湿地管护补助、退耕还林补
助、营造林投资补助、生态补偿等林业补贴方式，
加大林业重点生态工程在贫困地区的实施力度，
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就地转为护林员、防火
专业队员等生态保护人员，实现生态补偿脱贫。
全市4300多名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员就地转化为
林业生态护林员，定期发放管护资金。年发放生
态公益林保护补偿资金5200万元，惠及近20万
农户。

从 2013年至 2017年年底，信阳市累计造林
153.97万亩，森林抚育和改造207.64万亩，森林覆
盖率提高到39.67%，全市有5个县区被纳入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

山青蕴碧水，地绿气自清。2017年，信阳市优
良天数达276天，空气质量三项指标稳居全省第一
位，共获得省生态补偿资金2669万元，获补金额居
全省第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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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胜利路学校搬入新校址后新增学位近2000个 刘宏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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