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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不算啥，只要心不穷，
志不穷，日子就过不穷

白小香

●● ●● ●●
脱贫攻坚看长垣④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李亚伟 高学虎 侯江涛

改革开放以来，长垣县民营企业
快速崛起，逐渐形成了起重、防腐、卫
材和烹饪四大支柱产业。该县充分发
挥四大产业优势，根植发展基因，激活
发展动力，深入开展了“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行动。根据“政府引导、因地
制宜、互利共赢”的原则，长垣县以全
县 444 家企业为帮扶方，以 444 个村
庄为帮扶对象，采取结对帮扶、村企共
建的帮扶形式，加快贫困群众脱贫步
伐，促进贫困户与贫困区域协同发展。

做实“五个一”，扶贫更精准

街道整洁，环境优美，广场开阔……
这是记者走进长垣县佘家镇苗找寨村
的直观感觉，让人难以置信该村竟是
省定重点贫困村。

“俺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都是银
河集团的功劳！”苗找寨村党支部副书
记苗石栓告诉记者，银河集团定点帮

扶该村的这 3个月时间，为该村做了
不少实打实的“大好事”——

出资 100余万元，修通了 4.5米宽
200 米长的入村道路，铺设红砖路肩
6500平方米，新建550平方米文体娱乐
广场 1处，绿化工程正在进行；为壮大
集体经济发展，该村将县资助村集体经
济启动资金 10万元，村“两委”集资的
50万元，银河集团扶持的20万元，共计
80万元入股银河集团，按照1.5%分红，
每年返利 12万元，期限为 10年；秉承

“爱心扶贫、乡风文明”的理念，银河集
团每年捐资2万元，成立爱心基金，用于

“爱心超市”，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因学、
因病等特殊情况提供爱心资助。

苗找寨村，只是长垣县“百企帮百
村”成效的一个缩影。在宏瑞集团帮
扶的佘家镇南关村，在矿山集团帮扶
的芦岗乡姜庄村……脱贫攻坚战打得

热火朝天。
据长垣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县工

商联党组书记付刚介绍，该县为帮扶
企业设定了“五个一”帮扶标准：帮建
一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安置一批
贫困人口就业，带动一批贫困户创业，
扶持一些村集体经济项目，资助一批
无劳动力的贫困户。今年年底，该县
将根据“五个一”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对相关帮扶企业进行表彰。

贫困户变身“产业工人”

7 月 24日，位于长垣县芦岗乡浆
水李村的扶贫车间正式开业。当天参
加培训的农村妇女有 40多人，贫困户
张勋就是其中一员。

今年 46岁的张勋，丈夫经常外出
打零工，公婆年迈，两个女儿都在县城

上学。“之前我在起重机厂里刷漆，离
家远，时间也不自由。现在好了，在家
门口就能就业，时间也自由，方便接送
孩子和照顾老人。”张勋说，她此前就
有做裁缝的经验，所以干起现在的工
作特别得心应手。

每个新手上岗，都需要一个月的
时间接受培训。作为熟手，张勋还负
责对新手的培训。她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缝制一件整衣工钱是 5.2 元，她一
天能完成 20 件，一个月就能拿将近
3000元的工资。

这座扶贫车间，由河南省宇达制
衣有限公司设立。该公司董事长姬志
勤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扶贫车间，该公
司在全县设立了 16个，让 300多名农
村妇女变身“产业工人”。

“在农村设立扶贫车间，既充分利
用了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降低了生

产成本，又吸纳了大量闲散劳动力就
业，带动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姬志
勤说，工人的工资，以计件为准，贫困
户还可以享受每月全勤 800元保底工
资的照顾。

念好“四字诀”，打好攻坚战

在百企帮百村活动中，如何激发
广大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的帮扶
热情？付刚说，长垣县工商联作为“领
路人”，着力念好“四字诀”——

“引”，就是强力引导。去年，长垣
县工商联从纳税前 100名企业中引导
了76家企业帮扶76个村。今年，长垣
县工商联再次发出助力脱贫倡议书，
从纳税前 500名的企业中引导 444家
企业帮扶 444个村，实现了企业帮扶
贫村的全覆盖。

“选”，就是双向选择。坚持在工
作中尊重企业和贫困村的意愿，在相
互尊重、自由结合的前提下开展结对
帮扶，企业可以选择帮扶村，贫困村也
可以选择帮扶企业，不对企业搞道德
绑架和任务摊派。

“商”，就是平等协商。在帮扶协
议制定和签订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
是、量力而行，通过交流座谈、实地查
看，充分掌握贫困村发展现状。根据

“五个一”工作要求，双方友好协商帮
扶内容，不设圈框，不搞“假大空”，增
强帮扶针对性。

“帮”，就是真心帮助。注重发挥
四大支柱产业优势，帮扶企业不做表
面 文 章 ，真 心 实 意 帮 助 被 帮 扶 村 。
2017年，“百企帮百村”工作中公益捐
助 700多万元，帮助全县贫困村和贫
困户实现“五化五有”工作目标。今年
上半年，长垣县“百企帮百村”工作实
现公益捐款209.7万元。

百 企 帮 百 村 产 业 助 脱 贫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8月 5日，记者从南阳市商务局了
解到，今年上半年，南阳市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额达到 78.1 亿元，居全省第
二位，同比增长 37.4%，拉动全省货物
贸易进出口增长 1.02 个百分点，成为
全省上半年外贸增长重要动力。

“这得益于我们主动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南阳市商务局局长毕跃杰
说，上半年，南阳市先后组团参加了
塞尔维亚国际农业博览会、河南省空
中丝绸之路等经贸活动。前 6 个月，
南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贸易额达 38.1亿元，同比增长 54.6%，
占全市进出口额的近一半。

与世界共舞，南阳建立起三大
支撑：

开放平台支撑。以卧龙综合保
税区、高新区、产业集聚区、服务业

“两区”、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等为主
体的现代开放体系基本建成，让南
阳这座不沿边、不靠海的城市积极
融入世界舞台。卧龙跨境电商产业
园成功创建了省级跨境电子商务示
范园区，宛城区溧河物流园与世界
工厂网合作打造装备制造跨境电商
园区。

信息服务支撑。在完善开放平台
的基础上，南阳市对接国家“一带一
路”沿线及重点国家政策信息平台，
开展重点国别、重点领域投资合作研
究，编制出参与建设“一带一路”重点
合作国别目录和重点产业目录，积极
引导有实力、有闯劲的企业摸清海外
国家的产业需求，细化到行业乃至具
体产品的市场需求，为企业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和便利。南阳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等服务部门深化“放管服”改革，
仅去年就为进出口外贸企业节省检验
费用 12万余元。

“走出去”战略支撑。抱团发展、
组团亮相海外市场是南阳出口企业
的新思路。今年 4 月份，南阳市企业

组团参加了第十二届中国（河南）国
际投资贸易洽谈会，48 家企业现场
接洽了 72 家海外企业。在洽谈会现
场，除了传统的香菇、猕猴桃等农产
品外，南阳的艾草、汽车零部件等产
业也备受海外客商青睐，艾草产品现
场销售金额达 10 万余元，订单销售
额突破 2000 万元。来自唐河县的河
南亿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现场签约
车 辆 订 单 26 份 ，金 额 达 1000 余 万
元。

“今年上半年，南阳的传统出口
依然保持上扬态势，香菇、猕猴桃等
农产品出口额已达 44.5 亿元，占我省
农产品出口的 53.1%。同时，机电产
品、纺织品和高新技术也勇敢走出国
门，寻求更大宽广的市场。”毕跃杰
介绍说，今年，南阳市戎盛乌华贸易
有限公司在乌兹别克斯坦设立锦华
纺织有限公司，占地 220 亩，生产能
力 3万锭，将实现纺织、印染、服装等
全产业链生产和经营。“南阳生产”

“ 南 阳 制 造 ”的 招 牌 在 海 外 越 擦 越
亮。③9

在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青山乡
土门店，坐落着“许继慎将军陵园”。
这座占地 3000平方米的墓园被青松
翠柏环绕，烈日浓荫中更显清幽。著
名雕刻大师刘开渠雕刻的许继慎半
身汉白玉雕像和徐向前同志亲自题
写的墓碑，都在表达对这位英年早逝
的红军杰出将领的无限惋惜和崇敬。

许继慎，1901 年生，安徽六安
人。1921年 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曾任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常委
兼联络部部长，参与领导爱国学生运
动。1924 年 5 月考入黄埔军校第 1
期，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该校青
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毕业后任排长、
连长、学生队队长、团代理党代表，参
加了第一、第二次东征。1926 年任
叶挺独立团第二营营长，参加北伐战
争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战
役。8月底，在贺胜桥战役中身负重
伤仍依然坚持指挥战斗。之后他升
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参谋长。

1927年春，许继慎任第二十四师
七十二团团长。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
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后，曾以独立师师
长的职位作诱饵，妄图策动许继慎叛

党，被他断然拒绝。大革命失败后，他
在安徽、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0年春，许继慎被党中央派往
鄂豫皖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军长。临行前，他向中央军委书记周
恩来表示：此去必为革命为人民同蒋
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决一死战，坚决完
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4月许继慎到
达鄂豫皖根据地后迅速开展工作，成
立了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和红一军前敌
委员会。6月中旬，许继慎抓住有利
战机，指挥部队大举出击，取得一个又
一个大捷。1931年 1月，红一军和红
十五军在商南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第四军，许继慎先后任第十一师、
第十二师师长。率部取得孝感双桥镇
大捷，获鄂豫皖红军首次全歼国民党
军 1个师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
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随后，
他兼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
会主席。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远
离苏区、冒险进攻的错误军事行动方
针。在遭非法逮捕后，始终坚持原则，
对党赤胆忠心。1931年 11月在“肃
反”中被诬陷杀害于河南光山新集，年
仅30岁。（据新华社合肥8月5日电）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崔新娟

“跟小香嫂比，谁都没有穷下去
的理由。”8月 2日，在温县祥云镇大
玉兰村白小香家的扶贫车间里，村
民段娟一边做鞋帮一边感叹，“看小
香嫂干起活儿来脚步生风，谁能想
到她得过那么重的病。”

今年 50 岁的白小香这些年一
直是一人拉扯 3个孩子生活。2015
年，作为家庭顶梁柱的她被检查出
患了癌症，疾病如山般压得她喘不
过气来，家里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孩
子们的学费也没了着落。

“俺家能有今天要感谢扶贫政
策。”白小香说，“要不是党的扶贫政
策让俺享受大病托底救助，又解决
了孩子们上学的学费，还安排专职
家庭医生给俺看病，让俺树立起战
胜疾病的信心，俺和俺家都不知道

会变成啥样了！”
“小香是个不服输的女人，病情

得到控制后，她就开始想办法脱
贫。她常说，有病的时候给党和社
会添了麻烦，身体好了就应该回报
社会。”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南方说。

白小香看到附近几个村好几家
鞋厂需要鞋帮加工的半成品，就想
在家里建个鞋帮加工车间。2016

年，村委会和工作组帮她筹措资金5
万多元购置了一批缝纫机，她就做
起了鞋帮加工的生意。

地方党委和政府从身体到精
神、从当前到长远的帮扶，鼓起白小
香与病魔斗争的勇气，铺就了她的
创业致富路。2017年，白小香家实
现脱贫。“从最初的一个人做鞋帮，
到现在为近 10 名群众提供就业岗
位，她不仅甩掉了‘贫困帽’，还成为
十里八村的致富能手。”李南方说。

“有病不算啥，只要心不穷，志
不穷，日子就过不穷。你看俺，像得
过大病的人吗？”如今的白小香面色
红润，浑身是干劲儿，“吃水不忘挖
井人，俺还要再加把劲儿，带动更多
贫困户脱贫！”③3

李东亮，河南柘城人，1976 年 2
月出生，1994年 12月入伍，先后任战
士、副班长、班长，1997年考入解放军
广州通信学院，2000年因尿毒症接受
肾移植手术，2003 年评残后退役返
乡。他是河南省首家注册的义工组织
——商丘市义工联发起人、首任会长。

2005年，李东亮发起成立了“同
在蓝天下”义工小组，2006年 7月，他
发起成立了商丘市义工联，先后启动
了“关爱夕阳”“生命之光”“助你成

才”“爱我家园”“商丘好人爱心早餐”
等公益项目，开展助老扶弱、扶困济
贫、捐资助学、环境保护、人体器官捐
献等慈善和公益活动，累计参与志愿
者 20 多万人次，受助群众 5 万多人
次，捐款捐物价值 500多万元。商丘
市义工联多次获省市表彰，事迹被媒
体广泛报道。李东亮本人也获“中国
好人”、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

“河南好人”、河南省金牌志愿者、河
南省文明市民等荣誉。③8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孙欣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当检察工作插上
了科技的翅膀，能演绎出怎样的精彩？
8月3日上午，记者走进郑州市金水区检
察院一探究竟。

“这一点你要调查清楚，不然涉案的
性质就不同了。”上午10时，检察官孙超
正在利用检警案件远程联络平台，与郑
州市公安局柳林分局的办案人员研讨分
析案情，提前介入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案。

“以往检察机关承办人和公安机关
办案人员碰面沟通，不仅要携带很多材
料，路上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办案效率不
高。”孙超告诉记者，检警案件远程联络
平台，大大提升了办案效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利用远程联
络平台提前介入侦查，只是金水区检察
院“智慧检察”工作的一个缩影。在该院
的远程庭审室，记者看到远程庭审系统
通过设置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的视频
终端，实现庭审三方异地实时高清影音
传输。开庭时，法官在法庭、公诉人在检
察院、被告人不押解出看守所，利用视频
监控画面就可以进行“面对面”审案。

“公诉人，准备好了，现在开始第一
起案件的审理。”音箱内传出法庭审判长
的声音，双屏幕液晶电视则显示着法庭
上的实时画面。短短30分钟，检察官许
丽文就完成了6起危险驾驶案件的出庭
支持工作。

许丽文告诉记者，远程视频庭审系
统打破了传统庭审模式的空间局限，在
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使
庭审过程更加公开透明。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智慧
检察”拥有的法宝还很多：语音识别转换
技术，将庭审过程实时转录成文字，检查
系统还能校对差错；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对电子卷宗进行审查，还具有
信息抓取、校验和逻辑分析能力；运用大
数据分析，自动抓取、汇总互联网信息，
及时发现敏感案件和公益诉讼案件的相
关线索……

“金水区检察院只有136名干警，但
平均每年办理各类案件2500件 4000人
左右，办案量约占郑州市的18%、河南省
的5%，居全省167个基层检察院之首。”
金水区检察院检察长王青告诉记者，借
助现代科技，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检察
办案实现加速度，司法效能也得到有效
提升。③6

南阳外贸缘何增速迅猛

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

基层亮点连连看

只要心不穷 日子就过不穷

许继慎：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驻马店将建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

李东亮：关爱老弱 扶困济贫
8月 3日，孟津县平乐镇千度红葡萄种植园，游客正在采摘葡萄。近年

来，当地着力打造以葡萄为主题的乡村旅游，采取“公司连基地、基地带农户”
的经营模式，让小葡萄成为串起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带动
5000余名群众实现脱贫致富。⑨3 郑战波 摄

小葡萄“串出”
大产业

7月31日，由中铁十八局大都公司郑州盛润运河城项目承办的砌筑工技能
大赛上，参赛选手积极展示各自技能。⑨3 李芳 摄

大数据跑出
智慧司法“加速度”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南阳今年上半年

78.1亿元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
78.1亿元，居全省第二位

37.4%
同比增长 37.4%，拉动全
省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
1.02个百分点

44.5亿元
传统出口依然保持上扬态
势，香菇、猕猴桃等农产品
出口额已达44.5亿元

本报讯（记者 尚杰 通讯员 宗
晓郁）8月 2日上午，省政府举行第二
十一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
洽谈会全省筹备工作会议，通报了各
项筹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对下一步
筹备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布置。

本届农洽会将于 9月 6日到 8日
在驻马店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有序推进。驻马店市政府负
责人说，该市将做好主动招商、科学
布展、强化服务、优化环境、扩大宣
传等工作，努力把本届农洽会办成
新形象展示会、新成果推介会，办成
推进扩大开放、加强合作交流的群

英会。
记者从会上获悉，经过我省和驻

马店市持续多年的努力，今年 1月，
原国家农业部正式批复同意在驻马
店市建设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产业园将瞄准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吸引国际国
内大企业、投资商、科研单位、高等院
校向园区集中集聚，做强一批具有核
心竞争力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这也
是国内唯一的“国字头”国际农产品
加工产业园，对促进我省农业供给侧
结构改革、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