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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袁方）为深入落实“全民消防”理念，
进一步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工作，近日，焦作启动了“全民消
防我行动”大型公益计划，此计划是“全民消防我代言”大
型公益行动的延续和深化，旨在增强公众的消防安全意
识，关注消防安全。

“全民消防我行动”大型公益计划围绕责任引领示范行
动、火灾警示宣传教育行动、体验生命通道行动、平安融入品
牌行动等十大主题展开。其中，平安融入品牌行动，由各县
市区公安消防部门协调至少两家与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的品牌企业，在其产品包装、商业广告、说明书中有机融入消
防元素，在潜移默化中提示公众学习消防常识。

焦作将坚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
最大限度地发动广大群众参与，扩大消防宣传教育覆盖
面，营造“我代言、我参与、我行动、我自豪”的浓厚氛围，大
力提高公众消防安全素质整体水平。8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张小霞）完善
新材料产业布局，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
氟多）又下一城！4月 12日，多氟多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
共同出资1.05亿元对浙江中宁硅业重整成功，其中多氟多
出资5717.25万元，注资后持有中宁硅业51%股权，为控股
股东，这是多氟多对外有序发展、实现“硅”达五洲发展战
略的重大举措。

资料显示，浙江中宁硅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12
月，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纯硅烷和多晶硅硅料的企业，年产
多晶硅 3000吨，高纯硅烷 4500吨，产品主要用于太阳能
电池、光伏发电等领域。

在浙江中宁硅业4月 13日召开的重整后第一次董事
会和监事会上，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表示：“作为重整方之
一，有决心有能力使中宁硅业走出困境、做强做大。”

硅碳负极材料由于其超高的理论比容量是最具潜力
的下一代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之一。入股中宁硅业，将使
多氟多在新型锂电池研发制造领域拥有更多的技术优势，
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同时使公司的产业布局更加完善，
对其未来新能源汽车经营也将产生积极影响。8

多氟多注资浙江中宁硅业

本报讯（通讯员 刘思光）随着春季检修、技改、大修等
各项施工陆续展开，4月 17日，焦作供电公司根据各班组
专业特点和日常工作重点，通过组织开展“四查”安全生产
行动，全力护航春季各项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序进行。

查作业前准备工作。积极做好作业前各项准备工作，
加大对工作计划、安全措施和工器具的检查力度，对不合
格安全工器具进行全面清理，并按要求进行报废和补充；
查外包安全管理。要求输电设备管理单位严格检查与分
包单位的安全协议、安全培训、安全技术交底和施工现场
安全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查输电设备运维管理。加强输电
线路通道隐患排查治理，及时发现、消除危及电网安全运
行的缺陷；查人员安全思想意识、工作状态。围绕春季工
作计划安排，检查施工现场各项督察工作的完成情况，有
效提高施工现场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焦作供电公司通过开展此次“四查”安全生产行动，全
面提升班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提高现场施工人员安全责
任意识。8

“全民消防我行动”启动

焦作供电公司

“四查”助春检 绷紧安全弦

与莫沟村相比，金岭坡村的自然
条件要差一些，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发
展。

金岭坡村位于修武县西村乡，是
云台山深处的一个小村。2016年秋
季，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交通闭塞，物
资匮乏，年轻人纷纷出走，仅剩一些
老人留守。石头垒砌的房屋倾斜漏
雨，荒草丛生。

在修武县发展全域旅游的背景
下，去年春天，我再次来到这里，带领
村民一起打造“金岭坡太行艺术村”
和“云上的院子”乡村度假小镇。

山地度假体验中心、亲子自然教
育基地、极限探索运动、山地民宿集
群和山村文化公社等，是“金岭坡太
行艺术村”的规划“蓝图”。

我在设计“云上的院子”时，没有
把古村推倒重建，而是在废弃学校的
原貌上，最大限度地保留乡土特色，
让原住民参与进来。项目将和修武
县实施的废弃矿坑修复项目融为一
体，能解决1000个家庭的就业。

一些老工匠积极参与艺术村建
设，很多村民将家里闲置的老物件捐
出来为民宿“添砖加瓦”。

村党支部书记曾对我说：这么多
年了，年轻人都下山了，村里只剩下
整天蹲在墙根晒太阳的老人。这下
好了，“院子”一来，俺这与世隔绝的
深山村又“活”过来了。

如今，“云上的院子”初具雏形，
每一处院子都带有浓厚的本土特色，
形成了以民宿产业集群为主，集乡村
游、购物、娱乐、住宿、探险、创客基地
等于一体的美丽乡村度假小镇，激活
了山村经济，带动了农民创收。

虽然还没有对外开放，可每天都
有游客慕名而来。第一批13套精品
民宿房间马上装修完毕，近期就能开
门迎客。

修武县把“云上的院子”作为开
发精品民宿、开拓全域旅游的重要落
子，更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让行走的脚步慢下来，让漂浮
的心定下来，让寄托的乡愁留下
来，让山里的村民富起来，这是我
的初心。8

全域旅游让山村“活起来”

讲述人：彭志华
郑州的乡土建筑设计师

金岭坡村

乡村美了 百姓乐了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成安林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发展描绘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恢宏蓝图。

美好前景的实现离不开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在豫西北的焦作

乡村，有的重获“新生”，有的厚积薄发，有的乘势而为……

今日，三位讲述人向您讲述乡村振兴

道路上不一样的精彩。

时间过得很快，三年间，莫沟村
从即将被推平的岭村，逆势上扬成了
香饽饽的“明星村”。

这一切还需从头说起：
俺村位于太行山区的最南端，三

面环沟，村西有汶水河流过。村民依
托地形地势，在岭畔、沟边挖窑洞而
居，至今遗留窑洞 180 多孔，其中
131孔为明清时期窑洞。

俺村又在孟州市产业集聚区中
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外出务工，村
里常住人口减少。按照规划，2015
年前后，园区内包括莫沟在内的 17
个村庄都将拆迁腾挪。

然而，三四个月后，孟州市决定

以莫沟为试点，以“一修复三实现”的
思路进行建设，通过解剖麻雀的方
式，探索农村发展的方向。

从那时起，俺村开始变得与众不
同，在设计师和工匠手中一天天变样：

全村被分为三层，最下面是湿地
和水面，中层是窑洞群，适宜修复，搞
特色开发。顶层是今天的村庄，依靠
村民为主体，修复传统民居街巷，与
周边的地理、人文融为一体。

村口竖起砖瓦门头，穿过隧洞，水
岸蜿蜒，豁然开朗。顺着水流步行，沿
土崖拾阶而上，几进窑洞院落柳暗花
明。崖上草树丛生，屋舍俨然。街道
是青石碎砖，村庄是砖墙灰瓦。远近

门楼戏台，磨盘老树，村味十足。
我得知村里搞“大开发”，辞掉了

外地工作，回到了老家，当起了村里
淘宝店的店长兼“农家小院”农家乐
的老板。

如今，走在莫沟村街头，你会发
现老苗书馆、窑洞村部、何家大院、桃
花院、民宿街、明清四合院、汶水湖湖
畔人影穿梭，构成了一幅乡村老家自
然美景。

一座大土坯房被修复成了村里
的礼堂，曾经的传统被发扬成“道德
讲坛”，号召村民每周来“思想赶
集”。为了鼓励不砍树、不拆房，家家
户户的房屋、院子，房前屋后的树木
都折价入股，待村集体资产增值，有
了收入时论股分红。

三年下来，俺村名声大振，光国
家级荣誉获得八个，形成了产村融合
发展的乡村振兴“莫沟模式”。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是乡村本
该有的样子。俺村的发展，让远近不
少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纷纷加入
了改造行列。

产村融合发展新模式

讲述人：苗建民
孟州市西虢镇莫沟村返乡大学生

莫沟村

“喝喝陈沟水，都会跷跷腿。”“会不会，金
刚大捣碓。”在温县陈家沟村，“上至哼哼，下至
能能”，几乎人人会打太极拳。

经过数百年的传承发展，太极始祖陈王廷
创编的太极拳，被一代代太极人发扬光大，吸
引着全世界太极拳爱好者前来朝圣学艺。

最近几年，陈家沟的发展步伐在明显“加
速”。你看，蓝砖黛瓦，高耸的仿古牌坊庄严肃
穆，蜿蜒的石板小路曲径通幽，沿街的房舍故
居古色古香，大大小小武校散落村中，街道两
旁有许多与太极文化相关的小店……

无论男女老少，俺村几乎人人会打太极
拳。男孩长大后大部分做了太极拳师，开设拳
馆，女孩也会从事诸如制作、销售太极服、太极
器械等相关产业。

不敢想象，只有3000人的小村却有4个太
极拳学校、30多个家庭拳馆和300多名拳师，
村内外出授拳拳师120余人，每年接纳拜师学
艺的太极拳爱好者达5000余人。

我是陈家沟第一个正式到国外传拳的太
极大师，至今被新加坡称为“新加坡陈氏太极
开山人”。我的二儿子朱向前就在新加坡授
拳，大儿子朱向山在深圳授拳，三儿子朱向怡
在上海授拳，四儿子朱向华在陈家沟授拳。

除了外出教拳外，村民绝大多数都会在村
中就业，村中有16家家庭旅馆、20余家饭店、
26家太极产品门店、10余户家庭式太极拳服
装加工厂……

这两年，以“一个村、一部太极拳史”的建
设理念，温县大力实施“太极+”战略，初步建成
了集太极拳教育培训、文化旅游、休闲观光、健
康养生、食品加工等于一体的旅游全产业链，
使陈家沟由单一功能的传统古村落向生态宜
居村、文化传承村、太极产业村转变。

神秘古朴的村庄体验，宜居秀美的自然环
境，崇德尚武的淳朴民风，安康幸福的民生常
态，向世界展示出太极圣地的大美形象。

“太极+”战略前景可期

讲述人：朱天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太极拳代表性
传承人

陈家沟村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4月 20
日上午，张二兵开着车拉着3000多斤的山
药“突突突”地开进了怀山堂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恰好碰到了来调研工作的温县
国税局副局长直红军。

“有啥需要我们帮助的没有？”直红军
问。“没有，自从咱国税局开通绿色通道，现
在怀山堂验完合格入库后，我们就直接去
绿色通道开发票，比过去简单多了。”张二
兵边卸山药边笑着说。一旁的怀山堂公司
财务负责人史校峰接过话茬：“是的，‘开票
难’问题得到了解决，既方便了农户，也方
便了我们。”

张二兵种植了 100多亩山药，在温县
这样的种植大户有很多，怀山堂兜底收购，
但是农户常常为开发票问题而犯愁。温县
国税局提前核定农户产量和种植面积，开
通绿色通道，代开发票，方便快捷，受到了
好评。

这是焦作市国税局开展“美丽乡村税
收行”的一个缩影。

4月是第 27个全国税收宣传月，焦作
市国税局围绕中央一号文件确定的乡村振

兴战略，围绕“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助力经
济高质量发展”主题，深入基层，开展形式
多样的税收宣传活动。

连日来，焦作市国税局和各县区国税
局工作人员进村入户、进企业、进农田、进

乡村学校，到乡镇政府、到农村合作社、到
美丽乡村建设工地，送政策、送服务、送辅
导、送优惠。

4月20日上午，苏家作乡寨卜昌村，村
民纷纷聚集在新区国税局副局长张小青和

她带领的国税局工作人员身边，听他们讲
解涉农税收优惠政策。“我们对农民销售自
家的农产品是免税的。”张小青介绍。寨
卜昌村党支部书记王尚财说：“这个政策我
们是实实在在受益了，我们村有2个养殖合
作社，主要是养猪和养兔，都没有交税。”

20日下午，博爱县伊赛牛肉股份有限公
司一楼展馆内，公司财务副总经理杨振忠对
企业涉及的税收如数家珍：“肉牛饲料生产
我们享受增值税免税政策，肉牛养殖我们享
受增值税免税和企业所得税免税，肉牛屠宰
分割我们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销售环节，
生鲜肉享受的是增值税免税政策。”

博爱县国税局一名工作人员打趣道：
“杨总业务很熟练啊。”“那可不是，在这几
年发展过程中，你们经常到公司指导，只有
你们的辅导到位，才有我们的执行到位”。

“开展宣传月活动只是税收宣传的一
部分，我们会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一天都当
作税收宣传月来主动宣传，为持续优化税
收营商环境、平稳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焦作市国税局有关负
责同志介绍。8

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焦作“美丽乡村税收行”送来惠民春风

聚“焦”

税务
人员深入
山药加工
企业了解
生产经营
情况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4月 19日，2018全球
旅游目的地营销峰会暨世界文化旅游大会启动仪式在陕
西西安举行。会上，全球年度“十大户外运动目的地”和“国
内最佳旅游景点”评选同步揭晓，焦作市上榜全球“十大户外
运动目的地”，云台山景区获评“国内最佳旅游景点”。

全球旅游目的地营销峰会是国际级旅游行业的一次
盛宴，本次大会围绕“培育新动能、构筑新高地、激发新活
力、共建新生活、彰显新形象”的“五新”战略新任务，打造
全球最专业文化与旅游交流平台。

峰会现场，亚洲最大在线旅游平台——携程网根据大
数据运算，发布了全球年度“十大户外运动目的地”和“国
内最佳旅游景点”评选结果。其中，全球年度“十大户外运
动目的地”花落河南焦作、甘肃张掖、西藏山南、贵州凯里、
新疆喀纳斯、美国菲尼克斯、澳大利亚凯恩斯、泰国甲米、
加拿大贾斯珀和美国盐湖城；云台山、天柱山、丽江玉龙雪
山、周庄等28个景区（点）登上“国内最佳旅游景点”榜。

全球年度“十大户外运动目的地”评选客观、公正。该
榜单是基于过去12个月内全球户外运动旅行者对于目的
地的评分、点评等数据综合计算得出的，客观反映了全球
各大户外旅游目的地的受欢迎程度。焦作市从众多目的
地中脱颖而出，得益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自然
资源以及给游客带来的深度文化体验。

近年来，焦作市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打造
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加强精品景区建设，大力实施“旅游+
体育”“旅游+文化”等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开发优质旅游产
品，提供优质服务，助力旅游业转型升级，不仅吸引越来越
多游客走进焦作，还让焦作旅游品牌走向世界。据了解，
去年，共有 4695万人次海内外游客畅游焦作，同比增长
11.7%。8

焦作

上榜全球“十大户外运动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