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运海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
省在土地整治上下功夫，实施“土地整
治 1+N”行动，将土地整治与生态建
设、美丽乡村建设、脱贫攻坚、发展高效
农业等相结合，推动土地流转和农村
耕地的“三权”分置，促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为乡村振兴和农村的全面小康注入新
活力。

煤矿沉陷区变身田园综合体
4月 26日，站在永城市城厢乡冯

寨村天成生态园瞭望，平整土地上的
各种蔬菜生机勃勃。洼地改造成的片
片水塘里，鱼儿欢跳，鸭子成群。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煤矿沉陷区，
房屋倾斜，很多土地泡在水中。

2014年开始，永城市对这一区域
进行大规模土地整治，并结合城镇化，
将沉陷区的村庄整体拆迁，村民从危

房中搬到了6个新建安置社区。实施
挖塘培土，将沉陷严重的地块挖成鱼
塘，挖出的土垫到沉陷较轻的地块。
通过土地整治和老村庄拆旧复垦，耕
地反而新增3600余亩。

土地整治后，城厢乡根据群众意
愿，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将土地全部
流转，发展高效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
占地 3700亩的天成生态园就是由此
发展起来的。

城厢乡党委书记王灿说，通过土
地整治，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
变市民，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低效农业变身高效农业，一、二、三产业
得到融合发展。

土地整治为现代农业铺路
正值小麦抽穗季节，遂平县和兴

镇的田地里麦浪翻滚。村民说，今年
的小麦长得整齐好看，是高标准农田
整治的结果。

原来，当地一家面粉企业需要2万

亩地种植强筋小麦当原料，遂平县采
取“私人订制”的办法，将土地从农民手
中流转后实施高标准农田整治，再整
体流转给企业。

省土地整理中心主任杨新民说，
土地整治将耕地集中连片、推动土地
流转，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奠
定了基础。我省也因此涌现了邓州孟
楼模式、遂平模式等一批农村土地改
革的典型。

如今，孟楼模式和遂平模式影响
越来越大，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
革如火如荼。借助土地整治，我省
正加速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变。

“土地整治1+N”在行动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征程

中，土地整治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农业、农村、农民在土地整治中发生
着巨变。

“土地整治+乡村旅游”，小乡村变

成休闲度假村。长垣县赵堤镇大浪口
村通过土地整治，将村庄建成一个集
民俗、游乐、瓜果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度
假村。

“土地整治+脱贫攻坚”，贫困村脱
贫摘了帽。永城市顺和镇大李庄通过
土地整治，贫瘠的土地变成高标准农
田，去年实现脱贫摘帽。

“土地整治+乡村振兴”，贫困村
有了支柱产业。南乐县西邵乡寨里村
整治沙土地1万亩，全部种成莲藕，种
藕成为乡村振兴、农民致富的主要产
业。

省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李
中伟说，如今全省正掀起高标准农田
建设高潮。“十二五”以来，我省累计建
成高标准农田 5322.17万亩，到 2020
年将确保建设 6369 万亩、力争建设
7420万亩高标准农田。未来，将继续
致力于实践“土地整治+”新理念，为农
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支
撑。③6

“加强耕地保护 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报道③

“土地整治1+N”现代农业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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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杨凌 通讯
员 蔡旭晓 穆文涛）4 月 27 日上午，
2018郑州航展暨世界编队特技飞行年
度颁奖盛典在郑州上街机场隆重开幕。

开幕式上，7只形态各异的热气球
和动力伞编队拉烟飞行表演扮靓了郑
州上街机场上空；美国空中海报表演
队携印有“五一看郑州航展”字样的巨
幅海报凌空而过；河南跳伞表演队的
24名跳伞队员携带国旗、彩烟焰火从
天而降。随后，来自俄罗斯、美国、立
陶宛等多个国家的 9支特技飞行队，
驾驶25架特技表演飞机，时而直冲云
霄、时而俯冲而下，时而并驾齐驱、时
而穿插翻滚，以蓝天为背景，绘出弧
形、心形图画，令人目不暇接。

据了解，为期5天的 2018郑州航
展共有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34个
国家、3个地区、1个国际组织参展、参
演、参会，创历届之最。环球飞行员协
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年会，100多名已完
成环球飞行壮举的各国飞行员、国内外
飞机机主及飞行爱好者将在郑州航展

上聚会交流，并有3架飞机直接从境外
飞至郑州上街机场。这种大规模的中
外航空文化交流，是对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的有力支持，是传播河南改革开
放形象的良好契机，也是“一带一路”建
设在航空领域的具体体现。

本届航展包含了亚太通航展、通航
高端论坛、中原飞行大会、世界编队特
技飞行年度颁奖盛典四个板块。室内
展览面积达2.5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
积10万平方米，包括国家通用航空产
业综合示范区展区、私人与公务航空展
区、航空科技教育与无人机展区、航空
航天科普娱乐装备展区、飞机静展区等
几大展区。参展航空器223架，其中固
定翼飞机、直升机174架，各类型公务
机18架，飞机型号达80多种。参展商
200多家，波音、空客欧直、庞巴迪、贝
尔、塞斯纳、中航工业、南航、海航等众
多中外知名航空企业参展。

当日下午，2018郑州航展项目签约
仪式在上街区政府举行。现场共签约项
目28个，签约总金额达267.5亿元。③6

2018郑州航展在上街机场开幕

4月27日，郑州上街机场，参加2018郑州航展的飞机正在进行特技表演，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月 25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各中级人民法院同
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当天起，全
省法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联合惩戒暨
集中曝光失信被执行人宣传活动，并
公布了我省法院通过采取联合惩戒措
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人民法院生效
裁判文书的10个典型案例。

据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省
各级法院将通过报纸、电视、互联网、
公共交通等宣传平台，集中曝光一批

“老赖”名单和典型案例。同时，向社
会公布限制高消费、限制乘坐飞机高
铁、限制出入境、限制招投标、限制贷
款等失信联合惩戒措施，在全社会形
成维护司法公信，联合惩戒失信的强
大舆论氛围。

据了解，活动期间，各中级人民法
院将重点曝光一批被限制高消费、被
限制担任相关职务、暴力抗拒执行、因
拒执被追究刑事责任以及涉“名人名
企”等特殊主体的执行案件。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获悉，为确保如
期完成基本解决执行难任务，5月1日至
8月10日，全省法院将组织开展“百日
执行攻坚”专项活动，对有财产可供执行
的案件，集中执结一批；对符合终本条件
的案件，严格终本一批；对确无财产可供
执行、申请人家庭困难的涉民生案件，依
法救助一批；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案
件，挂牌督办一批；对确无财产可供执
行、符合破产条件的，依法破产一批，全
面提升执行工作质效，推动全省法院的
执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③3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4 月 27
日，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发布消
息，5月 1日起，我省全面实行办理护
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一次”制度，确
保申请人到出入境接待窗口一次即
可完成申办护照等出入境证件的全
部手续。

如何实现“只跑一次”？一是优化
办理证照流程，将原来办理证照需要
的制证照片采集、指纹采集、申请材料
提交、面见核查、证件缴费这些分散于
不同时间段、不同场所的环节集中在
同一时间、同一场所办理。二是“绿色

通道”办证，扩大紧急办证事项范围。
三是非工作日办证，为上班族办理证
照提供周六、办证高峰以及节假日前
延时、错峰受理申请服务。四是缩短
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请出入境
证件的审批时限由 30 日缩短至 20
日。五是“一张表单”，一人同时申请
多本证件只需交一张申请表，取一个
号，并可根据申请人需求同步寄送。
六是“一网办理”，申请人可通过互联
网预约办证平台提前预约，方便申请
人按预约时间段到出入境接待窗口申
办出入境证件手续。同时，提供申请

人自愿选择双向速递邮寄出入境证件
服务。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赵书
乾介绍，“只跑一次”制度中大部分服
务举措早已在我省实施，且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果。

2014年，我省已开始实行“一张
表单”和“一网办理”便民举措。2015
年以来，省公安厅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新期待和新要求，通过优化流程、简
化手续、运用新科技，提高办事办证效
率，先后推出省内居民异地办证、增设
城区出入境受理点、免费照相、免费复

印、自助办理签注、自助缴费、自助取
证、互联网预约、开通紧急办证“绿色
通道”等多项便民举措，实现了出入境
证件申办“一站式”办结。

据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统计，
2008年，我省居民办理因私出入境证
件 51.8 万本次，2017年则达到 449.5
万本次。

赵书乾表示，5月 1日起，我省出
入境办证服务将升级，着力打通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满足
群众对公共服务效率、质量的新期
盼。②8

5月1日起

办理护照“只跑一次”

本报讯（记者 王平 通讯员
张增峰）4月 27日，河南·民权第
二届槐花节在有着“河南塞罕坝”
之称的黄河故道申甘林带内开
幕，花香弥漫的万亩槐林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最美时节。“五一”节
期间，人们旅游又添一好去处。

在当天举行的开幕式上，
“中国摄影家拍摄基地”（申甘林
带）举行了揭牌仪式。据了解，4
月 27日至 5月 3日槐花节期间，

还将举办文化书画展、槐花采
摘、全民摄影大赛等多个项目。

民权申甘林带当年是一个
风沙蔽日的沙丘之地，历经数十
年、三代人接力不断的绿色改
造，如今变成了森林王国、绿色
海洋。前不久，本报以《河南有
个“塞罕坝”》为题进行了重点报
道，在全省、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河南塞罕坝”随之成为世人瞩
目的焦点。③7

本报讯（记者 宋敏）4月 26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获悉，为服务“五一”假
期旅客出行，4月 28 日至 5月 1
日，该公司将加开临客列车 49
对，其中直通列车 17对，管内列
车 32对；高铁（含城际）28.5 对，
普速列车20.5对。

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
该公司管内预计发送旅客 205
万人，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

学生流为主，其中直通客流主
要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
贵阳等城市。预计 4月 28 日、5
月 1 日，京广高铁、徐兰高铁沿
线的郑州车站、郑州东站、商丘
车站、洛阳龙门站等车站往返
客流较为集中。

小长假期间，为方便省内旅
客出行，该公司加开管内临客列
车32对，通达省内汤阴、兰考、西
峡、灵宝等23个市县。③7

民权第二届槐花节开幕 郑州铁路加开临客49对交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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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4 月 27 日，徒
步爱好者在民权县
申甘林带中奔跑。
当天，该县在素有
“河南塞罕坝”之称
的黄河故道申甘林
带举行“何处心安
——美丽民权彩虹
跑”徒步活动，上千
名徒步爱好者参
赛。⑨6 马玉 摄

喜迎“五一”劳动节

全省法院联合惩戒和集中曝光老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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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向乐 刘晓明

4月25日，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
工作局、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委网
信办主办的“学习践行十九大 助力决
胜全面小康——网络名人看河南”活动
郑州举行启动仪式后，第一站来到了兰
考县。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参加
活动的网络名人杨建国当场买了一双
村民手工制作的“千层底”布鞋。为何
这位网络名人会对一双农民制作的布
鞋感兴趣？在采访中我们得到了答案。

当天，考察团先后参观了兰考县展
览馆、焦裕禄纪念馆、兰考脱贫攻坚展
览中心等地。随后来到兰考县张庄村，
现场听取脱贫攻坚工作经验介绍。刚
进入张庄村，就被一群正在做布鞋的村
民吸引。

“我已经50多岁了，看到手工鞋后
感觉回到了小时候。”杨建国认为，张庄
村的手工布鞋还体现了小产品大市场

这个理念，“村民把这双鞋做好让消费
者认可，不就是一条脱贫的出路吗？”

在考察现场，大家还注意到一组
数据：兰考在2017年成为河南首个脱
贫县后，在脱贫攻坚上持续发力，当年
新脱贫527户 1490人，贫困发生率由
2016年底的1.27%降为0.89%。

杨建国同大河网记者分享了一路
考察下来的关于兰考脱贫的两个感
受。其中之一就是打造了一整套产业
扶贫的体系。

“小到村、乡，兰考打造了‘一村一
品’‘一乡一业’，大到产业集聚区和特色
产业园，兰考打造了承载招商引资、产业
龙头拉动的载体和平台。”杨建国说。

兰考打造的与产业扶贫相配套的
普惠金融体系，也让众多网络名人印
象深刻。

“从今天的实地考察看，兰考真正
践行了‘巧干会干’，成了高质量脱贫
的样本。”杨建国说。③7

从一双“千层底”看兰考脱贫路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康帆

4月 27日一早,来自南阳市各县
区的移民代表、淅川县扶贫干部代表
齐聚淅川县影剧院，参加影片《渠首欢
歌》在淅川的首映式，参加一次特殊的
党员教育活动。

《渠首欢歌》由淅川县本土作家创
作，是国内首部以南水北调中线移民
故事为题材的纪实性影片，讲述了女
大学生村干部刘晓丽知难而进、真情
为民，使搬迁工作顺利开展的感人故
事，讴歌了淅川干部群众忠诚担当、大
爱报国的移民精神，真实的场景再现
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片尾处当年搬迁的场景一出来，
我就忍不住要掉眼泪，那是一辈子也

忘不掉的场面。”曾参与当年移民搬
迁工作的淅川县盛湾镇衡营村村民衡
建国说：“为了这库清水，全县干部群
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今我们要继续
保护好这一渠清水。”

为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近40
万名淅川移民舍家为国，泪别故土，“大
爱报国、忠诚担当”的移民精神已成为
淅川县干部群众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渠首欢歌》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党课。水质保护和脱贫攻坚是我们
淅川的两大政治任务，我们身上的担子
还很重，作为第一书记，我们要继承和
发扬移民干部勇于担当、真情为民的精
神，像刘晓丽一样迎难而上！”看完影
片，淅川县厚坡镇岗西村第一书记严晓
峰动情地说。③7

影剧院里的一堂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