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马鹏
宇）在现有“千企帮千村”精准扶贫行动
基础上，濮阳 127 家民营企业牵手 122
个深度贫困村，实行结对帮扶。

记者 7月 29日获悉，濮阳开展的民
营企业精准扶贫向深度贫困地区推进行
动，灵活采取“多企帮一村”“一企帮一村”

“一企帮多村”，以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智
力扶贫等多种方式，把民营企业资本、技
术、市场、人才等优势与贫困村特色资源、
土地、劳动力等结合起来，帮助贫困户增
收、贫困村加快脱贫步伐；参与结对帮扶
的民营企业也将在金融、税收、扶贫项目
建设用地等方面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目前，濮阳已有421家民企参与精准
扶贫行动，精准帮扶419个贫困村（其中
122个深度贫困村），共实施扶贫项目516
个，受帮扶贫困人口达1万余人。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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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成了扶贫一线大忙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

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建立了26个

县的革命政权，人口 350万，主力红军发展到

4.5万余人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季玮

7月29日，范县陈庄镇中原荷花园
内，一幅生态画卷浑然天成：荷叶与荷
花交错在一望无际的水面上，络绎不绝
的游人沉醉其中，小船荡起涟漪；一个
市级鸟类自然保护小区正处其中，白鹭
不怕生，抢着为游人高歌一曲……

生态之美，得益于范县的“生态情结”：
通过全领域、全过程的生态保护和环境治
理，绿色正成为这片大地浓郁的底色。

筑起“绿色长城”

来自河北的林贾斌是名马拉松爱
好者，有丰富参赛经历的他始终对范
县“黄河风情”马拉松念念不忘：“林荫
铺满的赛道沿黄河大堤一路蜿蜒，与
想象中的‘背靠黄土’完全不一样。”

黄河横贯范县境内长达 40 多公
里，为范县输出资源与文化的同时，也
带来风沙化土地。“风起沙扬、浑无一
片”“干旱低产、靠天吃饭”曾是老百姓

生活的真实写照。
怎样在“沙窝”翻滚“绿浪”？范县

大力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积极推
进城乡人居环境绿化，在黄河故道筑
造“绿色长城”。目前，该县林地总面
积达 27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 31%，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40%。

自 2016年起，范县出台扶持政策
加快经济林发展，沿黄各乡镇紧抓黄
河滩区扶贫开发机遇，一座座以苹果、
核桃等为主的经济林基地兴起。绿化
林网建设也方兴未艾，范县沟渠路河
绿化率、林网控制率均达98%以上，公
路、临黄堤於背区等景观带绿化为生
态廊道，全县 56个生态文明示范村绿
化、美化、亮化，变身宜居家园。

擦亮“全域颜值”

位于范县张庄乡的濮阳起祥工贸

有限公司虽然生产红火，但产生的废
气和固废影响着附近的群众。接到群
众举报后，范县环保局多次对该企业
进行现场检查和环保改造指导，最终
责令停产整治，仅3天就完成拆除。

“环保工作，不下‘狠手’不行。”范

县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等不得的紧
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松不得的责任
感和停不得的使命感，激励全县上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大气污染防治减少“心肺之患”。
围绕“控排、控车、控油、控烧、控尘、控

煤”，范县集中整治“散乱污”企业，协
调推进“双替代”工作，彻底取缔非法
散煤销售点；积极构建三级网格监管
体系，做到管理无空隙、执法全覆盖、
社会有监督。

水污染防治改善“黑色血管”。范
县开展企业排污口规范化整治，完善
涉水企业在线监控设备，同时加强城
镇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开展“环保风暴”“排雷行动”“百日攻
坚”等专项行动，强化执法监管。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推进
绿色高质量发展上，范县正进行一场
深刻的自我革命，换脑筋、换理念、换
思维，算长远账、政治账、民心账，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共享“生态财富”

生态文明建设在推进，群众的

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大变化。森林、
水资源等蝶变为真金白银的经济增
长，生态的“隐性财富”培育发展新
动能。

“荷花聚来人气，更聚来财气！”中
原荷花园游人如织，农民韩学诗的游
船生意也热火朝天。韩学诗依靠扶贫
政策贷款做起农家乐项目，去年年底
脱了贫。

盐碱地里种莲藕，莲鳅共作的良
性循环打造绿色农业；莲藕开荷花，生
态旅游观光业声名鹊起……陈庄镇的
发展路径，也是生态建设和增收在范
县实现双赢的典范。

依托黄河水利资源和特色品种优
势，范县积极扶持有机产品龙头企业，
有机农产品种植总面积近万亩，“黄金
鳅”“绿色莲藕”“有机稻米”等品牌越
擦越亮，成功创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

天蓝、地绿、水清，古老的范县站
在新时代的新起点，迈向生态小康的
未来。

范县：以绿为“底”筑梦生态小康

范县“最美荷花季”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刘一宁

7月 26日，骄阳似火，位于新县英雄山和凤凰山之间的鄂豫
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馆内陈
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前，一群来自大别山干
部学院身穿红军服的学员，正仔细聆听讲解员的生动讲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鄂豫皖苏区鼎盛时期建立了 26个县的革命政
权，人口350万，主力红军发展到4.5万余人。

黄麻起义后，鄂豫边革命根据地、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皖西
革命根据地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大别山区建立和发展起来。
1930年 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上海主持
召开会议，讨论建立鄂豫皖特区、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鄂豫
皖边界红军改编等问题。随后不久，中共中央给湖北省委、河南
省委及皖西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
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同
时，中共中央还决定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合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一军。

1930年 3月 20日，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在湖北省黄安县
箭厂河(今属新县)召开，会议决定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由
25位委员组成。4月 10日，鄂豫皖边红军领导干部会议召开，
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6月下旬，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
农兵代表大会在光山县王家湾(今属新县)召开，宣布成立鄂豫皖
边区苏维埃政府。至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鄂豫皖苏区党政军统一组织起来后，分散在大别山区的三
块革命根据地结成了统一指挥的有战斗力的整体，进一步发挥
了“一面可以控制平汉铁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又直接威
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重大作用。

有了坚强的“堡垒”，革命的火种迅速燃烧。1931年 5月 12
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6月，中共鄂豫
皖省委成立，沈泽民任书记。7月，鄂豫皖省苏维埃召开第二次
代表大会，成立鄂豫皖省工农民主政府，高敬亭任主席。11月 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红安县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
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留
下的部分武装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
斗争,让革命的旗帜始终在大别山上空高高飘扬。

“透过历史的烟云，总能感受到一股精神的力量指引人们砥
砺前行。”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讲解员戴璐璐告诉记者，
每年暑假期间，都有很多学生来到这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接受
红色文化洗礼，争当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新人。③3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

大别山下的“红色堡垒”
★永恒的印记——党的奋斗足迹在河南

本报讯（记者 孙欣）7月 30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悉，司法
部、民政部日前公布了第七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名
单，我省的新密市超化镇黄固寺村、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轻院社区、登封市徐庄镇刘沟村等50个村（社区）上榜。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截至
目前，我省获此荣誉称号的村（社区）已达 179个。全省各地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活动，不断健全村级组织，完善民
主制度，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涌现出一大批先
进单位。

据省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上榜的 50个村(社区)在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中紧密结合实际，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认真贯彻落实“七五”普
法教育规划，不断健全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形成了群众广泛参
与、社会治安稳定、经济持续
发展的大好局面。③3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7 月
30日，记者走进“国家级绿色工厂”——中
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被厂区的一盏盏
路灯所吸引，顶端带风力发电的风叶，下装
太阳能电池板，整齐地排列在厂区道路两
旁，格外醒目。

“可别小看这些路灯，和寻常路灯大不
相同。”中航锂电设备能源后勤部负责人介
绍，这是一种风光互补的新能源 LED 路
灯，全公司共190盏，一年可节电4.16万千
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5.12吨。

在中航锂电，不光小小的路灯，厂区的
房顶也藏着“绿色”秘密：在房顶实施了
3174.6千瓦光伏分布式发电示范项目，年
发电量 336.48万千瓦时，占该公司用电总
量的5%。

绿色工厂不仅仅体现在绿树成荫、环
境整洁、空气清新。中航锂电还通过其拥
有国际领先的动力电池梯级利用和回收管
理体系的优势，大大减少废料、废气的排
放，提高能源的回收利用率。据介绍，该公
司2017年产能较2015年翻了一番，但水、
气消耗量分别下降 34.3%和 26.7%，单位
产品磷酸铁锂和电能消耗量分别下降

24%和 31%，二氧化碳、污水排放量分别
下降24.6%和 5.6%。

企业成本、能耗降下来，产品质量和竞
争力提上去，成为洛阳实施企业绿色化改
造带来的显著变化。

洛阳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转型
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结构不优、市
场主体不强、产品质量不高。去年，洛阳市
在制造业转型发展中启动了绿色化改造、
智能化改造、企业技术改造，让传统产业

“老树发新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指出，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
记李亚说，洛阳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加

快实施绿色化改造，强化绿色标准引领，构
建绿色生产体系，着力打造“绿色引擎”，实
现“绿色跨越”，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洛阳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启动
“绿色引擎”，大力推广应用节能环保装备
和技术，照明用电节约 70%，单位产品总
水耗、总电耗分别下降17.1%和 10.6%。

企业多些“绿色”，产业少些能耗和污
染。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
来，洛阳积极推广先进清洁生产技术，累计
投资 1.54亿元，重点实施了永宁金铅等 6
个清洁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加强重点用能
行业节能，实施工业能效赶超行动，2017
年淘汰 61台高耗能变压器、82台高耗能
电机，排查“散乱污”企业 8814 家，取缔
3026家污染严重、产能落后企业。

按照洛阳市政府新近出台的《洛阳市
2018年推进工业绿色化改造攻坚实施方
案》，2018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
要同比降低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同比降低6.8%，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控制在省定目标范
围内。洛阳将在钢铁、玻璃、电解铝、水泥等
行业开展能效水效领跑者行动，并推进一批
重点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同时，
按照用地集约化、生产清洁化、废物资源化、
能源低碳化原则，培育5家绿色工厂，争取创
建2家国家级绿色工厂。③6

第七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名单公布

我省50个村（社区）上榜

建立绿色工厂 打造“绿色引擎”

洛阳绿色化改造助力高质量发展

□薛迎辉

传统工业如何实现结构转型和高质

量发展？老工业基地洛阳有了自己的探

索：建立绿色工厂，加快绿色化改造，打

造绿色新引擎。

何谓绿色工厂？绿树成荫、环境整

洁、空气清新……这只是绿色工厂留给

人的直观印象，其背后则是绿色发展理

念带来的工业发展模式的新变革。

风光互补的新能源 LED 路灯，光伏

发电的厂区房顶，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

等，在洛阳，绿色工厂处处焕发出新的生

机和活力。先进的环保装备和高效的节

能技术，不仅让传统企业降低了成本、减

少了能耗，也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产品质

量和竞争力。

绿色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绿水青山

上，也体现在传统工业的绿色化改造上，

减少高能耗、提高利用率，推广新技术、

生产更清洁。企业多些“绿色”，产业少

些污染，绿色发展让传统工业“老树”发

“新芽”。②43

微评

“老树”发“新芽”

2018 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能耗要
同 比 降 低 8%
以上

2018 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用水量
同比降低6.8%

6.8%

8%

军地联谊迎“八一”

□张静 摄影报道

7月 27日，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
临之际，郑州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
客运段高铁一队党总支组织高铁乘务人
员，走进军营开展军地联谊活动。在战
士们平时训练的操场上，官兵们给乘务
员们展示了军体拳、警棍盾牌操等富有
军事特色的表演，乘务员们为部队官兵
送上了精彩的文娱节目。⑨3▼

部队官兵与高铁女乘务员交流内
务整理经验。

▶官兵辅导女乘务员进行队列训练。

扫一扫
看上榜名单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俗话说，组看组，户看户，群众看的
是村干部。农村村组干部多是能人、致
富带头人。

在济源市王屋镇原庄村近期的村两
委换届选举中，昔日的5户贫困户走上了
村组干部岗位。

从贫困户到脱贫户，再到农村带头
人，他们逆转的人生曲线是如何画出
的？

这五个人分别是侯建立、侯士峰、范
哲功、侯小军、岳领头。“这几户大多是因
病致贫。”村党支部书记范哲红介绍。

侯建立的女儿长年患病；侯士峰的
妻子患有脑梗，就医花去了所有的积蓄；
侯小军的妻子略有智障，儿子又长年卧

床……
济源市林业局是原庄村的帮扶单

位，在产业发展、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全面
发力，使原庄村的面貌大变样，侯建立等
5户贫困户也相继实现了脱贫。

侯建立养了 5头牛，承包了 10多亩
土地，开展白菜制种，种植了小辣椒、丹
参等经济作物；侯士峰和范哲功栽种了
皂角树、双季槐、侧柏等，搞起了林下经
济；侯小军、岳领头也靠养殖、种植甩掉
了穷帽子。

在今年的村两委换届选举中，这5个
人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支持，侯建立当

选村委委员，侯小军成为村监委委员兼
第二居民组组长，其他三个人也当上了
村民组组长。

“以前他们忙着自己脱贫，现在则忙
着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成了扶贫攻
坚一线的大忙人。有身边的榜样领着
干，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干劲更足
了。”驻原庄村第一书记崔涛说。

7月 29日，记者来到原庄村时，正遇
到侯建立带着几个村组干部去贫困户家
中走访。他对记者说：“党和政府帮俺脱
了贫，现在俺也要尽最大力量帮助其他
贫困群众早日脱贫。”③5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