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截至 9月 20日，南阳共立案侦
办有组织犯罪案件 15起，打掉恶势
力集团 37个、恶势力团伙 31个，查
封、扣押、冻结黑恶势力涉案资产
1.27亿元；侦破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聚众斗殴、强迫交易等9类涉恶现行

案件 1205起；先后三次组织开展缉
捕涉黑涉恶案件逃犯专项行动，对黑
恶逃犯公开通缉、集中抓捕，共抓获
黑恶逃犯 688名。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开展以来，南阳市认真谋划、扎实
推进，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响后，
南阳市第一时间安排部署，要求把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紧
密结合，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紧密
结合，（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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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公告
2018 年 8月 28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 6 督导
组进驻河南省，主要受理
河南省涉黑涉恶问题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进驻时间：8月28日至9月27日

●举报电话：0371—65603933
每天受理时间为8:00-20:00

●举报信箱：郑州市A001号邮政专用信箱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本报通讯员 王烜 郑法魁

金秋花开时，花都喜迎宾。9 月
25 日至 28 日，以“魅力花都·美丽家
园”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中国·中原花木
交易博览会将于鄢陵举行。

这是一年一度的美丽约会。自
2001年以来，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亮给世界
的一张熠熠闪光的“许昌名片”。鄢陵
花木种植面积达到 70万亩，从业人员
达 25 万人，以恒心和专注扮靓花生
态，不仅引领了一座城市的发展，而且
成为花木产业发展中的一件盛事。

这是以花为媒的文旅盛宴。鄢陵
以花木改善生态、以生态承载旅游、以
旅游繁荣三产，全域旅游业和养生养
老业风生水起，仅去年花博会期间就
吸引海内外游客 158 万人次，签约项
目投资总额 250亿元，成为撬动产业
升级的新支点、新动能。

“花”开十八载，“博”得满堂彩。

花博会从最初的区域性交易展会到立
足中原、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花事盛
会，专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水
平不断跃升，致力演奏“永不落幕”的
精彩华章。

花会花事相映生辉

18年，花博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成为撬动花木产业发展的新支点。

18年，“花会”正青春——从首届
“地摊儿式”展会，到立足中原、辐射全
国、走向世界的花事盛会，花博会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成为全国知名的节会品牌；
18年，“花事”更多彩，花木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花木产业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态
势，摘得“中国花木第一县”的桂冠。

花事催生了花会，花会壮大了花

事。18年来，在鄢陵这片多彩的土地
上，花事与花会互促共进、相映生辉，书
写出中原花木第一县的辉煌与传奇。

从第一届的 1.8 亿元到第十七届
的 250亿元，花博会的交易与投资额
产生了裂变似的增长。但花博会更重
要的作用，体现在它带来的产业升级
与品牌塑造上。

鄢陵县和北京林业大学结识于花
博会。如今，北京林业大学鄢陵科研中
心、教学科研实习基地、继续教育分院相
继落户鄢陵，开展林木及花卉科研项目
23个，引进名优林品 24个、名优花卉
600余种，扶持20家花木龙头企业，培
训2万名专业技术人员，为鄢陵的花木
产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目前，鄢陵县共有国家园林绿化

一级资质公司 10余家。”鄢陵县有关
负责人说，“通过花博会，这些公司的
品牌知名度大大提高，树立了鄢陵花
木品牌的高端形象。”

一场花事盛会，一座华美舞台。
花博会的舞台越搭越大，促进了花木
产业提质增效，实现了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
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平台。

生态红利绿色崛起

一届又一届的花博会，让鄢陵县声
名远播，花木产业也随之不断提档升级。

“花木产业不只是树木花草的事，
从第二届花博会加入生态文化游起，
鄢陵就立足县情，积极开展生态观光
旅游，旅游产业体系初具规模。”鄢陵

县有关负责人说。
花木之乡、天然林海、中原绿肺、

温泉之都……集诸多生态资源于一体
的鄢陵，催生了以养生养老、生态旅
游、休闲度假、商务会展旅游为主的产
业体系。

以举办花博会、提升城市形象为契
机，鄢陵县先后建设了国家花木博览
园、花都温泉度假区、花溪温泉度假区、
金雨玫瑰庄园、鹤鸣湖风景区、河南省
首条15公里长的花乡林海自行车绿道
等一大批生态旅游观光项目，成为“河
南省乡村游十大热点景区”之一。

“我在鄢陵住了一年多，习惯了鄢
陵的清新空气，今后就在这里养老
了。”69岁的刘盛华老家在外地，如今
已在鄢陵建业生态新城安了家。

刘盛华老人居住的建业生态新
城，是鄢陵县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与建
业集团联合打造的一个以健康养老、
医养结合为特色的新型社区，全部建
成后可同时容纳 3万人度假养生、休
闲养老。

按照许昌市提出的发展定位，鄢
陵县把建设国际知名、国内领先、中原
一流的国家级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作
为推动转型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今
年以来，建业生态新城、金雨玫瑰香草
温泉、碧桂园十里花海旅游度假区等
一批重点项目相继落地，中德医疗康
复护理器械产业园等 20多个康养项
目陆续签约，鹤鸣湖康养核心区、健康
产业园等重点园区顺利推进。

同时，依托本届花博会，9月 1日
至10月 31日，许昌市将举行生态文化
游活动，开展特色旅游、健身养老系列
活动，叫响生态养生及休闲度假品牌。

盛会大幕开启，美景如画待客。
鄢陵，这片洋溢着花香的土地，正在以
最美丽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

“花”开十八载 “博”得满堂彩
——写在第十八届中国·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开幕之际

持续坚持“每年三‘十’工程”

淮阳：精准扶贫动力强劲
8月 13日，淮阳的县委书记、县长

分头带队到 2018年“三‘十’工程”项
目工地现场进行观摩。他们当天一共
实地查看了12个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难题。

这样的现场观摩，今年在淮阳县
已经进行了 14次，而今年，是淮阳实
施“三‘十’工程”项目的第四个年头。

近年来，淮阳通过每年实施“十大
重点工业项目”“十大重点城建文化旅
游项目”“十大重点民生项目”的“三

‘十’工程”做法，让一大批项目在淮阳
落地生根，为淮阳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为扶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海洋文化公园项目是淮阳县2018
年度“三‘十’工程”的项目之一，总投
资9亿元，主要建设集儿童游乐、购物
休闲、生物驯养、科普教育及海洋生物
展览等于一体，并包含海洋馆、海洋旅
游及商业用房等。项目建成后，主题馆
共分11个展（区）馆，将展示600多个品
种、5万余尾世界各地珍稀的海洋、淡水

生物，是集观赏性、科普性、趣味性、知
识性、娱乐性于一体的大型海洋公园。
项目预计年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
门票收入1.2亿元，旅游综合收入5亿
元，提供3000余个社会就业岗位，对吸
引周边地区游客、完善城市现代旅游功
能、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城市综
合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018 年，淮阳县共谋划以“三
‘十’工程”为核心的 92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282亿元。（下转第六版）

□连玉明

第一次随国务院大督查第十六督
查组到济源督查脱贫攻坚，听介绍、访
企业、走村镇、看农户，在为济源点赞的
同时，心中顿生一连串疑问：政府投入
这么大，扶贫政策这么好，贫困群众怎
么想？扶贫先扶志和智，脱贫的内生动
力足不足？这里是愚公移山精神的发
祥地，新时代的愚公精神在哪里？带着
这些问题，我决定杀个“回马枪”，王屋
山下探究竟。

坐车、推车与拉车

王屋山区沟深坡陡，贫困村、贫困
户虽不是很多，但却是贫中之贫、困中
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因病致贫、因
残致贫占大多数。陪我走村入户的是
省脱贫攻坚督查组的梁修群和济源市
督查局的任战平，我们“约法三章”：领导
看过的不看，事先安排的不看，大路两旁

的不看。几经辗转，我们来到王屋镇谭
庄村脱贫不久的王宴波家中。这是一
个 6口之家，男主人王宴波 43岁，初中
文化，前些年因车祸致残，丧失部分劳动
能力，孩子们都在上学。生活的压力让
这个本应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显得有些
未老先衰。但他的眼睛炯炯发光，说话
底气十足，能看出他的内心是强大的。
我问他：“过得怎么样，还有啥困难？”他
笑了笑说：“再难也要让孩子上学！”然后
接着说：“国家的扶贫政策都享受到啦！
有低保，全家每个月600元；有困境儿童

补助，每个月630元；有教育扶贫款，孩
子们加起来寄宿生活费补贴3850元，营
养餐补助费 1600 元，还享受助学金
2000 元；有生猪养殖保险，家里养了
110头猪，每头补贴 10元；参加了城乡
医疗保险，每人缴纳 180元，政府返还
90元；每季度到爱心超市领取300元物
品；政府出钱上了‘一揽子’保险；还有每
个月补助 10度电、每年补助 260 元燃
油，还签约了家庭医生。”一口气，王宴波
列出了十多项。他指着墙上贴满的一
张张帮扶政策明白卡，说：“政府这样帮

助咱，咱再不好好干，能对得起政府吗？
能对得起自己吗？”王宴波是这样说的，
更是这样干的。他与妻子周小娥一起
种菜，一起养猪，只要有空闲，就开着三
轮车走村串户，收荆耙、搞运输。看着院
子里堆积如山的一摞摞荆耙，我问他：

“一摞荆耙挣多少钱？”他说：“挣一块
钱！”即使是一块钱，他也不放过。他的
脱贫就是靠一块钱、一块钱挣出来的。

王宴波的家境依然是贫寒的、生
活依然是艰辛的，但他的自强与奋进
却一刻也没停止过。我想起习近平总
书记多年前向福州大学青年学子介绍
的那副对联：“智叟何智只顾眼前捞一
把，愚公不愚哪管艰苦移二山！”在王
屋山下，不止一个王宴波。原庄村的
侯士贤、侯建立，双房村的李小创、翟
立国，花园村的王玉强、程相军，王庄
村的王小敏、黄根全、赵功文，林仙村
的周备明、胡景臣，南桐村的吴东征、
赵小创，还有很多很多人，他们都是在
扶贫政策的感召下，（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石可欣 刘一宁

“嘀，扫码成功。”9月 20日上午，回新乡探亲的宗
先生路过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跨境电商体验店，用支
付宝购买了两盒烘焙水果燕麦片。

裴寨村的这个跨境电商体验店，就是把村民家的
山货卖出去、把国外的“尖货”买进来，实现“买全球、卖
全球”的平台。

裴寨村是个老典型，老典型在新时代又有了新故
事。太行山下的这个小山村，在互联网经济的浪潮中，
演绎着同创业、共致富，做出彩河南村的故事。

带着有“身份”的特产“触网”

裴寨村跨境电商体验店里，既有传统产品小米、玉
米，又有升级产品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二十八谷散等代
餐粉，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裴寨村”品牌。

“试水跨境电商，源于帮村民们卖土特产。”裴寨村
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介绍。

原先的裴寨村，土地贫瘠、十年九旱，曾是豫北地
区一个鲜为人知的省级贫困村。2005年以前，村民人
均年收入不到 1000元。裴春亮回村后，打井修渠、植
树修路，村子发生巨变。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佳，销
售渠道不畅，村民们种植的红薯、小米、柿子等很多农
产品烂在了家里。

怎样才能让村里的山货卖得快、卖得好？在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精神指引下，裴寨村电商实现了新发展，
裴春亮决心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打通渠道、打破局限，
改变一个村、一个镇的现状。

2016年年底，裴寨村举办“中国·太行首届红薯粉
条文化节”，并推出第一款电商产品——裴寨村原生态
传统纯手工红薯粉条。裴寨村就用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红薯粉条当“敲门砖”搭上了跨境电商的“高速列车”。

“我们在淘宝、京东等平台上相继开了数家店铺。”
裴寨村跨境电商体验店工作人员郭文超介绍，截至目
前，仅红薯粉条的订单就有 50多万公斤，村民们尝到
了甜头，“触网”的积极性更高了。

面对“裴寨村”农产品的网上热销，裴春亮并不满
足。“我们要做特色产品、创新产品、过硬精品。”裴春亮
说，利用网络销售只是第一步，还要继续生产优质农副
产品，建设农产品线上交易平台和线下集配中心，引领
带动更多的太行山区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

领着有“想法”的村民打拼

“今年我承包了100亩地。那边30亩玉米已经全
部收完晾晒，这边70亩红薯再有二十来天也能收了。”
村民裴龙斌站在田埂上说，把地里种的红薯、玉米等农
产品，加工成农副产品，收入能翻倍；（下转第二版）

中国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
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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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南阳：打一场扫黑除恶斗争的主动仗

全文详见06~09│要闻

王屋山下访“愚公”
——济源脱贫攻坚的督查调研纪实

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参加 2018年国务院大

督查第十六督查组督查河南期间，二下济源，行程 1000公

里，踏访6镇 17村，入户20多家贫困户，面对面座谈交流50

多人，督查扶贫政策之落实，感受脱贫攻坚之艰辛，探寻愚公

精神之本源，写下《王屋山下访“愚公”》一文，现编发全文，供

参阅。

编者按

我们的节日 中秋

9月 24日，适逢中秋佳节，在开
封市振河商业城门前广场举办的中
秋万人分享甜蜜月饼活动中，一块
直径1米多、150多公斤重的超级月
饼精彩亮相，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品
尝。⑨6 李俊生 摄

团圆

更多内容详见02│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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