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43 个郊野公园，与
现有的1个湿地公园、4个
风景名胜区、13个省级以
上森林公园共同形成 61
个大郊野游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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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淮阳县委、县政府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
围绕产业发展努力破解贫困群众增收
难题，探索出了以打造“两园工程”为
核心、以发展产业集聚区为龙头、以带
动转移就业为抓手的加快产业发展的
新路子，在增强贫困群众脱贫造血功
能和提高群众收入水平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目前，淮阳2014年建档立卡
贫困村 145个，已脱贫 106个村，还有
未脱贫人口14654户 42853人。

该县集中产业资源，把全县具有
相对规模的工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进行全面整合，形成了以“工业企
业产业扶贫园”和“农业产业扶贫园”
为核心的带动主体。依托“两园工
程”，实现产业主体与脱贫攻坚紧密联

接，把贫困村、贫困人口捆绑到产业链
上，推动转移就业和自主发展，促进了
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工业企业产业扶
贫园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县产业集聚
区。建成区面积9.8平方公里，入驻亿
元以上工业企业38家，纳税百万元以
上企业 33家，吸纳全县就业 12000多
人，人均年收入在 2万元-3万元。二
是乡镇中小微企业园区。加强以乡
镇板材加工、预制生产、服装加工、农
产品加工和乡级产业扶贫车间建设
的中小企业园建设，全县发展各类中
小微企业 600多家，建设扶贫车间 62
个，带动就业 1.2万多人，每人年增收
2万元以上。三是家庭工厂。以小商
品代加工为主，分布在家庭农院，机
动灵活，一村一品，让贫困群众家门

口就近就业增收，每人月收入可达
1500 元左右。农业产业扶贫园带贫
作用更加明显。一是种植园区。全
县以种植业为主具有带贫能力的合
作 社 1800 多 家 ，流 转 农 民 土 地 达
36.6 万亩，贫困户土地占据 1/5，除每
亩收入 1000元左右的土地流转补偿
金外，贫困群众还可以进入合作社打
工，带动近 20000人就业增收。鲁台
镇动员群众自主发展“种、养、加”项
目，培养特色产业，打造一村一品。
目前，该镇 26个行政村，村村都有自
己的发展特色。郑楼行政村发展特
色种植 645 亩，涌现种植大户 63户，
主要种植中华绿宝甜瓜、美国红提、
反季节水蜜桃等，年增加群众收入
450万元。季桥行政村发展大葱种植

600 多亩，发展种植大户 50 多户，每
亩纯利润 8000 元左右，年增加群众
收 入 400 万 元 以 上 。 二 是 养 殖 园
区。全县以畜牧养殖业为主的合作
社 610 多家，规模经营，辐射带动能
力强，群众深受实惠，除打工增收外，
部分群众还利用到户增收、扶贫贷款
等资金合作入股，年底再分一笔红
利。三是生态观光农业园区。淮阳县
现有生态观光农业、文化旅游产业及
服务业实体 100多家，吸纳就业 5000
多人，为周边贫困人口创业增收提供
了便利条件。

“两园工程”打通了产业带动渠
道，实现了村户企精准对接。为增收
脱贫搭建了桥梁。其一，实现了产业
与贫困村对接。按照产业生产特点和

就近原则，建立村企帮扶联系机制，多
家企业拉长加工链条，在乡镇建立产
业扶贫车间，方便群众就业。酷恩科
技在四通镇、安岭乡、刘振屯乡等 8个
乡镇建设 29个电子产品加工车间，安
置就业1500多人。其二，实现了产业
与贫困户对接，制定以劳务就业为主
的帮扶措施，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县
供港蔬菜产业扶贫基地与当地贫困户
120 人签订劳务用工合同，短期工每
月 2000 元 工 资 ，长 期 工 一 般 每 月
2500元以上。其三，实现了产业扶贫
基地与扶贫项目实施对接。农户把到
户增收、小额贴息贷款项目资金入股
到企业，实行分红受益方式稳定增收，
取得良好带贫效果。

为稳固和发挥“两园工程”的带

动作用，淮阳县出台了《关于推进生
态养殖加快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意
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的意
见》《淮阳县乡级产业扶贫就业（帮
扶）基地建设的意见》《关于提升产业
扶贫基地建设水平促进贫困户持续
增收的指导意见》《淮阳县 2018—
2020 年金融扶贫规划暨产业扶贫基
地建设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件，强
化政策保障，进一步支持产业发展壮
大。县里为此主动联系国开行、农发
行、农村信用社等各家金融机构，加
大金融扶贫力度，提供金融保障，县
财政每年拿出 5000万元以上风险保
证金，为贫困户创业、带贫企业发展
提高资金政策保障。

（董素芝）

建立工业企业产业扶贫园、农业产业扶贫园

淮阳县围绕产业发展为贫困群众增收

本报讯（记者 卢松）10月 11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民政厅等
4部门印发了《河南省残疾人服务机
构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
法》），其中明确规定，残疾人服务机构
有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残疾人以
及其他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或被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或吊销
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初步统计，我省残疾人服务机构
有 300多个，分别由民政、卫生计生、
人社等部门和单位进行管理，但缺乏
总的行业管理办法。《实施办法》的出
台，对加强全省残疾人服务行业管理
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我省残疾人服务
机构发展的基本规范性文件。

《实施办法》明确了残疾人服务机
构的对象范围，即国家、社会和个人举
办的，依法登记的专门为残疾人提供
供养、托养等相关服务的机构。

按照新的规定，不同行业、不同性
质、不同出资主体举办的残疾人服务
机构，应当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在相应
的登记机关进行登记。

新出台的《实施办法》明确了残疾
人服务机构的违规、违法行为，包括未
与残疾人或者其代理人签订服务协
议，或者协议不符合规定的；未按照国
家有关标准和规定开展服务的；利用
残疾人服务机构的房屋、场地、设施开
展与服务宗旨无关的活动的；擅自暂
停或者终止服务的等行为，以及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
人服务机构有上述行为的，行业管理
部门可根据情况给予纠正，直至建议
登记（管理）机关撤销登记或吊销营业
执照。有关责任人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行业管理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违反有关规定，由上级行政机
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窦
志飞）时隔一年，再次来到鹤壁市行
政服务中心办理二套房的不动产证，
家住鹤壁市美景绿城小区的赵阳有
了不一样的感受。

“去年办理首套房不动产证时，
我一大早就提前来排队，因为需要在
楼上楼下 3个窗口分别办理，最快也
要两天才能办完。没想到，仅过了一
年时间，既不用一大早来排队了，也

不用楼上楼下跑了，在同一个窗口，
仅用一个小时就能全部办妥，‘放管
服’改革带来的变化真是看得见、摸
得着！”10月 11日，回顾起之前的办
事经历，赵阳感慨道。

作为全省不动产交易登记便民
利民改革“一窗受理”首批试点单位，
鹤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深化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按照“一网通办、一
窗受理、并联办理、信息共享”的服务
模式和思路，大幅压缩不动产登记业
务流程，不仅与税务、房管等部门实
现了数据共享，各业务系统还与省政
务服务网成功对接、实现数据交互。
由此，鹤壁市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办理
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的“一网通办、

一窗搞定”。
鹤壁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曹

峰介绍，为了确保改革顺利进行，该
中心专门设立了资料预审窗口和联
办窗口——资料预审窗口前置，负
责将资料是否齐全提前告知申请
人，大大节约了取号办理业务再折
返补齐材料所浪费的时间；联办窗
口由不动产、税务、房管部门工作人
员组成，不动产部门先将不动产交
易登记受理资料和信息录入“一窗
受理云平台”，房管、税务部门随即
在该平台对资料进行受理、复核，待
申请人进行网签并缴纳税款后，房
管、税务部门再将房屋交易确认信
息和完税凭证在线推送给不动产部

门，最终，由不动产部门进行审核、
登簿、发证。

记者在梳理不动产服务流程时
发现，未推行“一窗受理”服务模式之
前，群众要拿到一本不动产证，需要
在三个部门经历家庭住房登记信息
查询、测绘、网签、缴税等 14个业务
环节。如今，这套工作流程已被压缩
至7个业务环节。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并
压缩业务流程，逐步实施登记业务的
网上申请，向金融机构、房地产企业
布设终端，与更多部门实现登记信息
的数据共享，努力让群众享受到愈来
愈便捷的政务服务。”鹤壁市国土资
源局局长段东宏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高校勤工
助学，按小时计酬的原则上不低于每
小时 12元；参加勤工助学，原则上每
周不超过8小时；校外勤工助学，须校
方参与签三方协议……这是记者 10
月 11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的消息。

勤工助学是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
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学
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有效途径。《高等
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自 2007年 6
月实施以来，对于规范管理高校勤工
助学工作、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时隔
11年，根据当前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
新特点及新需要，教育部、财政部对
《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

《高等学校勤工助学管理办法
（2018年修订）》提出，勤工助学岗位
既要满足学生需求，又要保证学生不
因参加勤工助学而影响学习。学生参
加勤工助学的时间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8小时，每月不超过 40小时，寒暑假
勤工助学时间可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
适当延长。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在校
学生消费水平，适度提高勤工助学酬
金标准，对按小时计酬的，由原《办法》
中原则上不低于 8 元调整为 12 元。
校外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不低于学校当
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工资标
准，由用人单位、学校与学生协商确
定，并写入聘用协议。③4

本报讯（记者 宋敏）10月 11日，
记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当日上午
9时许，两只大熊猫搭乘飞机从成都
顺利抵达郑州机场，将运往新乡。

这架飞机抵达后，郑州机场工作
人员娴熟地从飞机腹舱依次卸下两个
载着“国宝”的铁笼，随后将大熊猫和
许多新鲜竹子送上了专用货车。尽管
经过了近一个半小时的空中飞行，这
两名特殊的旅客依然精神抖擞，不时
爬来爬去，十分好奇地环顾四周，憨态
可掬。

据了解，这两只大熊猫，每只体重
约150公斤，年龄两岁多，由新乡五龙
山景区野生动物王国向成都大熊猫繁
育研究基地租借，租期为三年。

此前，郑州机场已多次保障种羊、
种猪、活牛、羊驼、长颈鹿、马匹等活体
动物，在特种货物运输方面保障经验
尤为丰富。③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刘一宁）
10 月 11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厅获悉，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
发展大会招聘会将于10月 27日—28
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4099家
企事业单位面向全球招揽高精尖人
才。本次大会对于稀缺人才，将开辟
绿色通道，现场“一站式”办理入编、工
资及社保办等相关手续。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由中共河南
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
（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省委组
织部（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郑州市人
民政府承办，由网上招聘会和现场招
聘会两大部分组成。截至 10 月 10
日，本次大会网上招聘会共收集到全
省25个行业4099家企事业单位的岗
位需求，其中包含事业单位744家，占
总数的 18.15%；上市公司 352 家，占
总数的 8.59%；国有企业 476家，占总
数的 11.61%。网上招聘会共提供各
类人才需求6.12万人，项目需求1612
个。岗位需求涉及医学、教育、理学、
法学、工学、计算机等107个专业。其
中，需求博士、硕士、本科、高技能人才
分别为 10569 人、7806 人、28698 人
和10836人。

招聘洽谈区将举办 8 场不同主
题的专场招聘活动。现场招聘会将
组织 1930 家用人单位参会，人才需
求总量将达 6.08万人。其中，省内行
政事业单位 629 家，岗位需求 24475
人；各类参会企业 1301家，岗位需求
36351 人。绿色通道现场办理区将
针对事业单位引进的高层次和急需
紧缺人才，在大会现场设立编制使
用、公开招聘、人员调动、岗位聘用、
工资及社保办理等相关业务办理窗
口，现场办理，联审联办，一站式办
结。③4

本月底我省将举办招才
引智创新发展大会招聘会

25个行业
急招高端人才

民生速递热点关注

招聘

高校勤工助学
报酬标准提高
每小时不低于12元

全省率先实现“一网通办、一窗搞定”

不动产证办理跑出“鹤壁速度”
台账民生

残疾人服务机构请注意

侵犯残疾人权益
将被吊销执照

又有两只大熊猫
来河南了

10月 9日，中原油田
菊园小区互助小组的组员
来到行动不便的马肖华
家中，陪她聊天解闷。该
油田菊园小区 73栋楼居
民成立互助帮扶小组，为
病残老人提供帮助和关
爱。⑨3 范兆玮 摄

帮扶小组
暖人心

郑州市将建43个郊野公园

市民可在“家门口”畅享野趣

图为乘飞机抵郑的大熊猫 ②46
曹楷 程颐 摄

主城区圈层
新增10个郊野公园

都市核心区圈层
新增23个郊野公园

外围圈层
新增10个郊野公园

郑州市郊野公园“三圈层”示意图

本报讯（记者 李林）不必远足，
尽享自然，这是许多城市居民的梦
想。10月 11日，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郑州市郊野
公园专项规划(2018-2035)》，市区
周边将规划新增 43个郊野公园，由
此，郑州市民的上述梦想已不遥远。

“郊野公园位于城区边缘，规模
大，面积甚至是城市公园的数十倍，
突出自然野趣，是城市变身公园的
重要绿地组成。”郑州市城乡规划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从通气会上了解到，2018
年至 2035年，郑州市规划建设的43
个郊野公园，最小面积不低于 750
亩（相当于两个碧沙岗公园），最大
的上万亩。

在规划布局上，郑州市的郊野
公园分布于“三圈层”，分别为主城
区圈层、都市核心区圈层、外围组团
圈层，形成车程从 15分钟到 1.5 小
时不同范围内的公园体系，以满足
市民登高、赏月、野餐、露营等多种
休闲需求。

“未来，43个郊野公园，与现有
的 1个湿地公园、4个风景名胜区、
13 个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共同形成
61个大郊野游憩空间，勾勒出郑州
都市区‘一河一山大生态、三带一环

大郊野’的大郊野游憩空间结构。”
该负责人说，届时郑州六分之一的
面积将“变身”郊野游憩地。记者了
解到，最快到今年年底，郑州首个郊
野公园——索河郊野公园将向公众
开放，届时市民可在家门口深度拥
抱大自然。

“郊野公园最早出现在英国，我
国的深圳、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
也在规划和建设郊野公园。”郑州市
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城市绿色
空间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正在改变都
市人的出行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
都市人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达到健身
与绿色出行的多元目的。

据悉，到 2035 年，郑州将全面
建成以郊野公园为主导的风景游憩
空间，形成生态郊野、多彩郊野、诗
意郊野的复合郊野系统，打造出“碧
野绿城，诗画郑州”。③5

主城区枯河郊野公园
主城区姚桥郊野公园
主城区陆港郊野公园
主城区潮湖郊野公园
主城区侯寨郊野公园
港区龙王郊野公园
中牟雁鸣湖郊野公园
中牟牟山郊野公园
上街汜水郊野公园
郑州西环郊野公园

荥阳京襄城郊野公园
荥阳索河-万山郊野公园
新郑古枣园郊野公园
新密袁庄郊野公园（郑州市新植物园）
新密雪花山-云蒙山郊野公园
新密溱水河郊野公园
登封唐庄郊野公园（郑州市野生动物园）
登封蜜蜡山郊野公园
巩义礼泉-伊洛河郊野公园
巩义永定陵郊野公园

到2020年计划建成20个郊野公园

资料来源/郑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制图/刘竞

基层民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