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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涛 本报通讯员 袁文欣

西峡县二郎坪镇，这个豫西南的
边陲小镇，坐落在八百里伏牛山腹中，
虽然养在“深闺”，却是多为“人知”。

老君洞、五道幢、银树沟一个个景
区引领该镇实现全域旅游，把青山绿
水变成了“金山银山”。

种香菇、山茱萸、农家乐……一项
项发展让群众安居乐业，用特色产业
夯实了“发展基石”。

“家风之星”“美德之星”“奉献之
星”一批批二郎坪好人，为山乡群众撑
起了精神上的“金山银山”。

5月 3日，漫步在群山环绕的二郎
坪镇，怎一个“美”字了得：青砖黛瓦水
墨山乡、文明和谐风清气正、好人好事
俯拾皆是，真正实现了产业兴、生态
美、乡文明、村和谐。

聚力生态保护 实现人居环境美

住着两层徽派小楼，在门口的香
菇产业基地干活，闲了到村里的农耕

文化游园逛逛，想出去了门前就是311
国道，58岁的二郎坪镇湾潭村村民刘
贵长乐得合不拢嘴：“环境美，住得美，
现在俺们过得可是神仙日子！”

有同样想法可不止刘贵长一个人，
为了让群众住得舒心，二郎坪镇没少下
功夫：夯实基础设施。突出“水墨龙乡，
山水小镇”特色，累计投入 3000余万
元，完成了沿线1700间民房徽派风格
立面改造，建游园 46处，装路灯 1200
余盏，硬化镇村道路70公里，该镇实现
美化、绿化、亮化、硬化全覆盖。发展全
域旅游。二郎坪镇利用老君洞、五道
幢、银树沟景区创4A的优势，打造了中
坪月季生态园、湾潭农耕文化园、天正
蜂蜜观光园等一批示范点，助推旅游向
乡村游、度假游转变。持续环境整治。
二郎坪镇投入6000余万元，建成了污

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购置了清扫
车、洒水车、垃圾车，投放垃圾箱2000
余个，建立保洁员、环卫员、城管员三支
队伍，管理常态化、长效化，群众满意率
达到95%以上。

付出，总有回报。“全国文明村镇”
“国家级卫生镇”“国家级生态镇”“全国
美丽宜居小镇”“全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一个个国字号桂冠，相继花落二郎坪镇。

推动党建引领 实现特色产业美

坐落在二郎坪镇西坡组的西峡铭
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有个党员带贫脱
贫种植基地，作为帮扶责任人，党员何
红波隔三岔五都要来这里看看香菇生
长情况。他帮扶的贫困户叫黄天灵，家
有两口人。“这2500袋香菇可是老黄的

‘命根’，照顾好了，一年收益可达7500

元，脱贫是没有问题了。”何红波说。
跟何红波一样，这个基地中有 39

名党员帮扶着39户104人。党员是先
锋，二郎坪镇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扎实开展“强党建、促脱贫”活
动。以“党委引领、支部堡垒、党员先
锋、回乡创业、驻村帮扶”五大行动为
抓手，创新“党建+支部+合作社+党
员+贫困户”发展模式，实现领导联村、
驻村帮扶、结对帮扶“三个全覆盖”。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员
带得好，群众致富早。二郎坪镇专门
开展“四培四带”工程，把430余名党员
培养成致富能手，把220余名致富能手
发展为党员，把3名带富能力强的党员
培养成支书，培养种养大户470户，形
成袋料香菇、山茱萸种植、野蜂蜜、农
家乐等特色主导产业 6个，带动 1000

多农户脱贫致富，实现基层党建和脱
贫攻坚“双赢”。

唱响“传树争做” 实现乡风
文明美

在二郎坪镇，有个我省唯一的乡
镇级好人好事馆，馆内展出二郎坪好
人187名，图片320余张，事迹文字1.2
万字，影像资料12个。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姬海潮、几
十年如一日赡养四位老人和瘫痪弟弟
的河南好人宋红军、背婆婆出嫁的河
南好人靳花菊、坚守深山32年的最美
乡村教师姚清月……

一个万余人的小镇，竟涌现出这
么多好人，实为震撼。这也是二郎坪
镇建好人好事馆的一个重要原因。谈
起建馆初衷，二郎坪镇党委书记刘红

梅说：“用身边人影响身边人，用身边
事感化身边人，好人就在身边，好事人
人可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主要任务目标是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
活富裕。对于二郎坪镇而言，生态美、
产业兴、人宜居、生活好，如果把乡风
文明抓实抓牢，那么二郎坪的美将由
外及内，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腰包鼓起来，如何让精神富起
来？为此，二郎坪镇深入开展以“传家
风家训、树公德美德、争先锋先进、做
好人好事”为主要内容的“传树争做”
活动，让好人好事进入山村农家，用凡
人善举打通“毛细血管”，把善爱接力
融入社会管理，用精神文明建设全面
引领新时代美丽乡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精神是实践
的航标。二郎坪镇正以更新的理念，
更实的作风，更高的标准，更强的举
措，不断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取得
新发展。

西峡县二郎坪镇：为群众建设精神上的“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 通讯员 严
相合 张国栋）“劳模”——这个闪光的
称号，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曾写下无数
绚丽篇章。时下，在如火如荼的脱贫
攻坚一线，也活跃着劳模们的身影，

“劳模精神”光彩熠熠。
5月 4日，阳光和煦，位于西华县

奉母镇的河南佳宇农业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数十名村民正在忙着晾晒粉条，
装袋封箱，发车外运。这家企业拥有
优质红薯种植基地1600亩，产品为纯
红薯粉条。

和企业负责人、周口市劳模张国
恩细聊得知，企业通过订单农业方式，
带动周边 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28个
自然村和1000多个农户，发展优质红
薯25000多亩。“每斤红薯以高于市场
价 0.2 元的价格回收，能为群众增收
200多万元。”

翻阅西华县劳模资料，该县现有

国家级和省、市、县劳模 404人，不少
是企业的厂（场）长、经理，科研骨干或
能工巧匠。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西
华县总工会动员引导各级劳模发挥先
进引领作用，搭建脱贫桥梁，拓宽增收
渠道，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党永富是“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联合国“科学之星”勋
章获得者，长年潜心科研，成功研发
生产了除草安全添加剂、化肥促进剂
等产品，在全国推广面积超过 6000
万亩。（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劳模风范永远光鲜，劳模精神永

不褪色。劳模身上体现出的奉献精

神，是我们做好县域工作特别是脱贫

攻坚工作的无穷力量。

——西华县委书记林鸿嘉

□本报记者 栾姗

5月 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
于对2017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
励的通报》，我省14项工作获国办督
查激励。这充分说明，省委、省政府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是坚决的，工作是扎实有效的。

尤为可喜的是，我省作为矿产资
源大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取得
突出成效，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
获国办督查激励，省管煤炭企业还一
举扭转了连年大幅亏损的局面，创近
五年最好利润水平。

连日来，记者采访省发改委、省
工信委、省政府国资委等相关部门了

解到，算好“人、钱、债”三本账，是我
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工作走在全国
前列的秘诀。

人往何处去？转岗或分流

鹤壁市山城区长风路，一家新开
的小吃店特别火。

这家小店的老板名叫袁胜涛，曾
经是河南能源化工集团鹤煤公司十
矿 102队的团支部书记。在煤矿关
井闭坑的大趋势下，他选择了保留关
系、自谋职业。“出来闯闯也不错，开
阔了眼界不说，还锻炼了自己的适应
能力。”袁胜涛说。

人员安置是化解煤炭行业过剩产
能任务的重中之重。（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通讯员 张
海军 吴德方）金融扶贫“卢氏模式”在
全国推广；9310户易地扶贫搬迁新房
将于 6月底前全部达到入住条件，道
路、公共服务、教育、卫生、配套设施建
设争分夺秒；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
1400余家，1964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别有三条以上增收渠道……

我省4个深度贫困县之一的卢氏
县，脱贫攻坚战目前呈现出好的态势
和趋势，这得益于该县的选人用人机
制。2016年以来，卢氏县委在脱贫攻
坚一线提拔干部 254人，交流调整干
部400余人次，占该县干部提拔、交流
总人数的91.4%。

横涧乡、东明镇紧邻城区，贫困人
口多、脱贫任务重，同时随着城镇化的
快速推进，社会矛盾十分突出，从“五
方推荐”中脱颖而出的李敏霞、段怀成
分别从县直单位和小乡镇调整为这两

个大乡镇的党委书记。主要领导调整
后，这两个乡镇的易地扶贫搬迁、扶贫
产业发展等硬性工作走在了全县前
列，脱贫攻坚成效明显，昔日的上访大
乡镇变成了信访工作先进乡镇。

这是卢氏县探索“五方推荐”、全面
考察选人用人路径的一个缩影。“五方
推荐”，即通过无任用推荐、分管领导推
荐、重点工作推荐、单位主要领导推荐、
单位民主推荐等方式，全面掌握干部
队伍的德才表现。

（下转第二版）

实践者说

坚持在脱贫攻坚一线锻炼干部、

考察干部、发现干部、使用干部，提升

了党员干部决胜脱贫攻坚的能力，为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组织保障。

——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

——记者蹲点走转改走转改

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
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距开幕还有 天18

□本报记者 陈辉

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之
际，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南，该如何抢
抓机遇，实现制造业涅槃升级？近
年来，我省以智能化改造、绿色化改
造、企业技术改造（以下简称“三大
改造”）为抓手，全力推动制造业提质
增效。

位于焦作的中原内配公司刚投
入使用的气缸套智能制造生产线
上，全程看不到人工操作，气缸套从
毛坯到成品再到包装全部实现自动
化，每年可完成近 40万只产量。这
条智能生产线专为捷豹路虎公司定
制，在设备联网、大数据应用、无人
检测、人机交互等技术领域实现了
全面突破。

在长葛市大周镇的街道上，正在
清扫道路的环卫车辆前后都装上了
摄像头，作业状况全程记录，环卫工
人配上了智能手机，车和手机都与系
统平台连接。这是森源重工打造的

“互联网+环卫”，通过云服务平台，实
现业务、设备及人员的远程管理和监
控，目前已形成以智能平台、增值服
务、解决方案、金融服务为支撑的智
能化环卫装备综合运营体系。

中原内配的智能生产线、森源重
工的服务型制造，是我省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智能化改

造步入快车道,在全国率先举办制造
业与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推广活动，
先后召开装备制造、纺织服装等行业
智能制造对标提升现场会，在 12个
省辖市举办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
展深度行活动，有效激发了制造业转
型的内在动力。

安阳钢铁曾经饱受环保压力，在
2017年大手笔投入30亿元进行环保
提升后，不仅建成国内唯一全流程干
法除尘线，污染物减排达到行业一流
水平，还实现了销售收入、利税、利润
的大幅增长，成为推进绿色化改造的
最大受益者。

去年以来，我省大力推进“三大
改造”，推动制造业向绿色化、智能
化、高端化发展。全省实施绿色化改
造升级项目377个，创建 2个国家级
绿色工厂和 20 家省级绿色示范工
厂；滚动支持技术改造项目 164个，
培育 11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新
增4个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新认定
33个省级质量标杆企业。

省工信委负责人说，通过实施
“三大改造”，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
生产过程智能化、生产产品高端化，
是我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结
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下一步，全
省将以更大力度、更快节奏、更高水
平推动“三大改造”，全面提升河南制
造竞争力。③6

“三大改造”提升河南制造

我省化解煤炭过剩产能位居全国前列有何秘诀

算好“人、钱、债”三本账

永恒的真理 时代的篇章
——写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

卢氏 脱贫一线淬炼干部作风
西华 攻坚现场闪耀劳模精神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为了让
下游的群众不受洪涝灾害威胁，我们
做出这些牺牲也是值得的。有党委、
政府的关心，以后的日子肯定更美
好。”5月 4日，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
镇邓楼村移民李全山对记者说。他
家刚搬入234平方米的新房，工人们
正在房内铺地板砖。

信阳市出山店移民局邀请的当地
摄影师，在每户移民搬迁之际，为家庭
成员在老房子前合影留念。即便如
此，当看到铲车拆起房屋时，男人们也
不忍直视，妇女们则纷纷抹起眼泪。

“浉河区 4009 户群众全部搬离
了库区，按时完成了移民搬迁任务。”
浉河区出山店移民拆迁指挥部办公
室负责人涂凤喜告诉记者。

当天，记者从信阳出山店水库工
程建设指挥部了解到，出山店水库最
后一批6571户 24172名群众已全部
搬离库区，库区移民旧房也全部拆除
完毕。

出山店水库位于信阳市西北 15
公里处的淮河干流上。2015年 8月，
水库主体工程开工建设，计划 2019
年4月下闸蓄水。

据了解，出山店水库永久征收土
地 9.8万多亩，淹没影响信阳市浉河
区、平桥区7个乡镇（办事处）44个行
政村(社区)，淹没影响人口5.8万多人，
其中需搬迁3.8万多人，保庄圩防护近
两万人。当前，汛期即将来临，水库大

坝正在建设，一旦遇到洪水来袭，库区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定受到威胁，移
民必须赶在汛期前搬迁完毕。

除去自主安置的群众外，12个移
民安置点内8626套房屋去年都已分
配到户，但群众依然难离故土。平桥
区平昌关镇党委书记王德现说：“看
着库区群众生活多年的家园被拆毁，

我心里也很难受。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移民群众的利
益，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出山店水库移民分两批进行搬
迁，首批 85.48 米高程线下 3767 户
1.4万多名移民已于去年全部搬离库
区。按照今年的防汛安排，4月30日
前，85.48 米高程线上移民必须全部

搬离库区。
为做好搬迁工作，3月初，信阳市

及平桥区、浉河区接连召开库区群众
搬迁动员大会，两个区共发动167个
单位派员进村入户，全力推动移民搬
迁。干部们日夜加班，走访群众，倾
听移民困难，解决各种问题，帮助群
众搬迁，直至拆除旧房。③7

最后一批移民搬离出山店

建设中的出山店大坝⑨3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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