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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别样红 中原更出彩

□本报记者 孙静

5G技术将彻底颠覆人们对可视
化场景的常规定义。10月 18日，在
2018数字经济峰会的巡演环节，体现
5G应用新成果的AR全息通话与8K
裸眼3D技术吸引了众多体验者围观。

将 5G 与通信相连，以前只在科
幻电影中出现的跨越时空的全息会
面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中国
电信的AR全息通话展台，当记者戴
上一副别致的AR眼镜后，通话另一
方同样 AR 眼镜佩戴者的全息画像
立刻像真人般呈现在眼前，对方的动
作、说话的表情甚至衣服上的褶皱都
一清二楚。

“这就是对 5G 技术最直接的应
用，5G与 AR全息通话技术结合，远
隔万里的人也能面对面交流。”中国
电信工作人员介绍，5G 具有超高的

传输速率和超清的画面感，可使目前
的通信产生质的飞跃，远程会面、远
程指导手术等将从科幻变成现实。

在8K裸眼 3D技术展厅前，一台
播放着超高清视频的电视机吸引了
不少人围观：“这个好神奇，不用戴
3D眼镜就能看到 3D效果，关键是画
面还超级清晰。”引得众人啧啧称叹
的 8K 裸眼 3D 技术，正是建立在 5G
对超高清视频的传输能力之上。

“这款裸眼3D技术采用了 8K的
清晰度，只有 5G的支撑才能保证它
流畅播放。”工作人员说。

有专家预测，5G的到来，或将推
动视频观看逐步替代文字和图片，成
为人们最主要的信息阅读方式。5G
超大带宽保证了视频下载速度和高清
画面。未来，当我们打开手机或电视，
一个个逼真的3D画面突然“跳出”屏
幕与我们相见，似乎已不是问题。③3

5G让科幻成真

本报讯（记者 杨凌）10月 17日，
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获悉，经海关总署审批，郑州海关正
式授予郑州市宝聚丰实业有限公司
AEO 高级认证证书，这意味着该企
业获得海关高级认证企业资质，进出
口货物将享受更加快捷的清关手
续。宝聚丰公司也是目前我省唯一
获得高级认证的外贸综合服务平台
企业。

据悉，宝聚丰是一家产业综合运
营服务商，该公司进出口业务占整体
业务量 90%以上，AEO 高级认证符

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AEO 是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的简称，即“经认证的经营者”，是世
界各国海关对高信用企业的通称，
AEO高级认证条例是海关企业认证
史上最为严苛的条例，到目前为止
全国通过高级认证的企业，数量占
比还不到进出口企业总数的 1%。
AEO 高 级 认 证 如 同 国 际 贸 易 的

“VIP 通行证”，凡是获得 AEO 证书
的国内企业进出口货物，经过中国
海关查验后，海外海关原则上无需
再检验。③5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马伏娴

深秋时节，沃野流金。对唐河县
城郊乡王庄村脱贫户王万才来说，这
个丰收季有着三重含义。

“一是今年的西瓜、红薯、花生质
优价好，兜里进了钱；二是《唐河千帆
过——王万才脱贫日记选》由中州古
籍出版社出版，精神提了劲儿；三是
继被评为首届县劳模后，又当上了县
人大代表，面儿上有了光。”10月 18
日，刚从地里忙回来的王万才给自己
的丰收季做了总结。

“脸上有尊严才能心里有干劲，
心里有干劲才能脱贫有门道。等、
要、靠只能坐吃山空，拼、闯、冲才能
稳定脱贫。”作为全县志智双扶脱贫
宣讲团的成员，王万才的精彩发言至
今仍被全县贫困户津津乐道。

王万才是贫困户中的“特例”，特

殊就特殊在他是“贫困户中的文化
人、文化人中的贫困户”。今年 54岁
的王万才，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平时
酷爱舞文弄墨，人称“王秀才”。然而
由于儿子先天脑瘫，妻子体弱多病，生
活困顿、致富无门的王万才终日借酒
消愁。2016年，王万才家被识别为贫
困户，在各项扶贫举措的帮扶下，他开
始放下酒瓶拿起锄头，流转土地种植
西瓜和红薯，终于在 2017年 11月主
动申请脱贫，成为全县干劲儿大、收入
好、脱贫快的贫困户。

精准扶贫，铭感于心。王万才见
缝插针，开始撰写脱贫日记，其中有
他对困苦生活的沮丧，有看到希望的
欣喜，有获得帮扶的感恩，有对未来
的憧憬，以质朴的语言写出了贫困户
的心声。

《唐河千帆过——王万才脱贫日
记选》的责任编辑刘春龙告诉记者，
12万字的《唐河千帆过——王万才脱
贫日记选》以第一人称日记体的形
式，详实记录了一名贫困户从最初的
甘于贫穷、不思进取到后来执着奋
进、顺利脱贫的心路历程，激起了更
多贫困户脱贫精气神，具有深刻的现
实意义。③9

□本报记者 李俊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彭鑫

10月 15日，驾车行驶在清丰县开
州路上，记者看到，道路两侧的朴树、
银杏、海棠、樱花等苗木错落有致，一
幅美丽的生态画卷渐次展开。

生态廊道内，50多岁的贫困户李
文民正在给苗木浇水。“现阶段是苗木
栽植期，我每月能挣 2000多元。等到
苗木成活后，管林护林也是一笔不错的
收入。这就是我们的‘绿色银行’啊！”

李文民口中的“绿色银行”指的是
濮阳市国储林二期(清丰)项目。“我们以
前一直想搞国储林项目，但由于不懂金
融，不知道该咋弄。”提到国储林，清丰
县林业局局长曹兆谦说，“晓辉来了之
后，一次次实地调研，一点一滴做工作，
可真是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晓辉”全名是刘晓辉。2015年 9
月，在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任职的

他，到濮阳市挂职任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金融办副主任。

多年的银行工作经历，让刘晓辉
熟知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融资条件。“国
储林建设，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方向，还能实现大地增绿、林业增
效、农民增收。”此后，在引黄入冀补淀
工程岸边、金堤河河岸上，经常可以看
到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边走边问，并
不时在小本子上记录……

办公桌上厚厚的一摞笔记本，代表
着刘晓辉的工作态度。记者随手翻开
一页，上面写着：“4月 18日，到濮阳市
国储林二期(清丰)项目实地查看建设情
况；4月19日，国储林项目宣讲会，让各
县区的分管副县长和林业局局长熟悉
国储林项目的操作流程……”

有了扎实工作“加持”，“河南第一
林”在濮阳县启动后，国储林二期、三
期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当地人脱贫致
富的“绿色银行”正“羽翼渐丰”……

国储林项目发展壮大后，刘晓辉
很快遇到了新的困惑：“各县区情况不
一样，特别是有些贫困县，融资条件有
限，如何通过金融手段为当地群众造
福呢？”

恰在此时，台前县发改委主任刘
元林也来找刘晓辉“诉苦”：“台前县是
咱省唯一的全国光伏扶贫重点县。我
们想大力发展光伏发电，让贫困户致
富，可光伏企业也要盈利，谈了几次都
没谈成。”

刘元林的话，却让刘晓辉喜出望
外。“光伏扶贫，这不就是现成的致富

手段嘛。至于谈不成，找到合作模式
多谈几次就是了。”就这样，刘晓辉“三
顾茅庐”，愣是把华电集团的光伏发电
项目“请”到了台前。贫困户家门口建
起了“阳光银行”，在家晒太阳就能挣
钱。

对贫困群众来说，刘晓辉带来了
“绿色银行”“阳光银行”，带来了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希望；而对当地的干部
来说，晓辉的实干精神才是对他们触
动最大的。刘元林说，受了刺激的他
们，正忙着在台前县 110 个贫困村推
进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全部建成
后，全县 4万多贫困人口都将有“阳光
银行”。

转眼间，挂职已经 3年多了，但刘
晓辉觉得时间还不够用。下一步，他
的目标是当好金融政策“宣传员”。他
说：“让濮阳人民共享普惠金融的成
果，促进区域边缘变发展前沿，小金融
可以发挥大作用。”③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10 月 20
日上午，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
武术节在登封开幕，来自 65个国家
和地区的武林高手齐聚登封，将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以武会友，一较高下。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郑建邦宣布第十二届中国郑
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杨战
旗和副省长戴柏华分别致辞。省政
协副主席李英杰等出席。

本届武术节开幕式在禅宗少林音

乐大典实景地举办，以景衬武、以武入
舞，开大型赛事活动融入实景山水之
先河。开幕式表演包括“看登封·启
蒙”“禅宗祖庭·授艺”“少林功·铸练”

“九和祈愿”四个篇章，精彩不断。
据悉，本届武术节共有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40个团队 2212名
运动员报名参赛，运动员中年龄最小
的2岁，年龄最大的79岁。武术节由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武术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③8

第十二届中国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开幕

“劳模就是不一样，跟着他干活，
心里踏实，脱贫也有底气。”河南省信
阳市息县贫困户陆燕芳说。

陆燕芳口中的劳模是息县百惠薯
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德，2004年获
得河南省劳模称号。在工会的号召
下，张德将钻研 30多年的农业丰产技
术“秘籍”免费传授给贫困群众，先后
在合作社开展“懒汉”水稻育播技术、
稻茬播麦技术、红薯丰产技术培训 20
余期，还积极吸纳贫困劳动力到合作
社务工。陆燕芳就是其中之一。

陆燕芳是息县项店镇李店村贫困
户，因年事已高，无人赡养又没有收入来
源。张德便安排其在合作社看门，并干
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捡秧盘、包装粉条
等，使陆燕芳每月有固定收入2600元左
右，彻底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

河南脱贫攻坚主战场上，像张德
这样的劳模群体正发挥越来越明显的

“头雁”效应。
今年以来，河南省总工会根据各

行各业劳模的不同优势，结合脱贫攻
坚重点区域不同需求，开展河南省劳
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助力脱
贫攻坚行动。

安阳市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尚高峰从事家政行业，他针对贫困
人员免费开展母婴护理、养老护理、保
洁服务等专业技能培训，已有 56名贫
困学员上岗就业，从事保洁、月嫂、家
政等工作，月收入近3000元。

“技能培训太好了，学了本事不
说，还有资格证，也能拿工资过日子
了。”殷都区伦掌镇大五里涧村村民李
青莲说。

曾经，她一家老小5口人全靠丈夫
外出打工养活，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如今，经过家政技能培训，李青莲已经
成为一名技术娴熟的月嫂，月收入最
高能达5000元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河南已有1.2
万名各级劳模先进人物投身脱贫攻坚主
战场，2563家先进单位和劳模创新工作
室、劳模志愿服务队包村包户，帮扶困难
职工和农村贫困户3万多家，共有近30
万名困难职工和贫困群众受益。

河南省济源市总工会组织了农
牧、农机、医疗、文化等8支劳模志愿服
务队，走遍全市59个贫困村，开展志愿
帮扶活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济源市农牧局园艺工作站站长赵
兴华是研究高山蔬菜种植的专家。不
少农户一看到他，就拉着他问这问那，

还有村民干脆把赵兴华拉到地头“把
脉问诊”。

“找我的人越多，我越高兴，因为
这样越能体现劳模的价值。”赵兴华
说，作为劳模，不光要自己劳动，更重
要的是利用好志愿服务平台，带动贫
困群众一起劳动致富，这才对得起自
己劳模的称号。

目前，河南省总工会除了建立激励
机制，坚持工作重心、资源配置、组织力
量向劳模扶贫工作倾斜外，还动员各级
工会累计投入经费 4000多万元，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 2354个，直接帮助 1.05
万名困难群众摘掉了贫困帽。

下一步，河南还将选树一批劳模
脱贫攻坚领军人物和示范基地（点），
以进一步扩大成效，让更多贫困群众
受益。 （新华社郑州10月20日电）

□本报记者 谭勇

“沙颍河两岸变化真是太大了，以
前杂草丛生、垃圾遍地，而今映入眼帘
的是碧水绿树、亭台轩榭，人在景中
走，如在画中游。”10月 19日，在外地
工作的万越龙和郑家豪回到周口，感
叹家乡的变化。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让
沙颍河风景区成为周口的一张亮丽名
片。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交出的阶
段性“成绩单”表明：各地把实施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与文明城市创建相结
合，城市配套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
市品质和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民生保
障不断强化，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
城市的文明形象也日益彰显，激发了
城市发展的澎湃活力。

坚持规划引领 项目支撑发展

城市发展，规划先行。如今，许昌
市编制完成城市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完成老城区城市设计规划，审批通过
专项规划 25 项、重要区域（地段）专
项规划 60 项；焦作市城市总体规划

已获国务院批准，编制完成专项规划
119 项、城市设计 30 余项，专项规划
获批 57 项；漯河市编制完成各类规
划 48 项，并在全省率先完成了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暨城市“双修”总体规
划编制工作……截至 9 月底，实施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的 79 个市县已全部
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完成专项规
划编制 1605 项，完成专项规划审批
683项。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我省
各地以城市建设带动产业落地，以产业
项目促进城市建设，实现产城融合一体
发展，有效激发了区域经济活力。一组
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各地在城市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建设方面力度
不断加大，截至 9月底，实施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的 79个市县新建、续建各类
项目 7749个、完成投资 3810亿元，为
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承载能力增强 民生服务完善

全省各地大力推进海绵城市、综合

管廊、交通设施、生态园林、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明显增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商丘市统筹实施市政水利建设等工
程，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其中，在
今年夏天的暴雨灾害中，城市积水快速
下排，城市管理秩序迅速恢复。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
狠抓城市“四治（治乱、治脏、治污、
治堵）”，城市品质进一步提升，城市
公共服务功能得到明显改善。截至
9 月底，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市
县共排查出黑臭水体 59 处，基本完
成整治 36 处。在广大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工作扎实推进，63 个县（市、
区）村庄保洁队伍基本健全、环卫设
施日趋完善，78%以上的村庄生活
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同时，全省新
建、改造供热管网 289.42 公里、热力
站 281 座，新增供热面积 2839 万平
方 米 ，改 造 城 市 和 乡 镇 公 厕 6940
座、竣工 3832 座，有效解决了老旧城
区入厕难、雨污排放不畅、环境卫生
较差等问题，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保障能力强化 城市文明提升

百城建设提质，钱从哪里来是关
键。今年 1至 8月份，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 9家金融机构累
计向百城建设提质项目放款 1167 亿
元；纳入省财政PPP项目库的百城建设
提质项目 788个、总投资 11021亿元，
其中已落地284个、总投资4585亿元。

百城建设提质，土地怎么办是重
点。截至9月底，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
程的 79个市县共获批建设用地 24.49
万亩，土地出让收入 2313亿元。以郏
县为例，该县完成拆旧复垦 1.5 万亩，
为百城建设提质项目配置建设用地指
标 4156亩、储备发展用地 4753亩，实
现土地指标收益1.8亿元。

随着一大批基础设施、生态建设、污
染治理、棚户改造等项目的建成，我省城
市面貌明显改观，脏乱差现象大幅减少，
市民文明素质大幅提升，城市文明蔚然
成风。自去年以来，全省新增全国文明
城市6个；22个市县被确定为全国文明
城市提名城市，数量居全国第一。③5

郑州海关发出
我省首张AEO高级认证证书
宝聚丰公司获国际贸易“VIP通行证”

“王秀才”脱贫日记出版了

把“银行”开到脱贫一线

河南发挥“劳模”带动效应助力脱贫攻坚

百城建设提质激发城市澎湃活力

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
凝聚出彩力量凝聚出彩力量

10 月 19 日，
在西峡县二郎坪镇
栗坪村千年银杏树
下,游客正在欣赏
美景。深秋时节，
当地近百棵千年银
杏 树 身 披“ 黄 金
甲”，喜迎八方游
客。走进银杏树
群，满眼金黄，仿
佛置身于金色的
童 话 世 界 。 ⑨ 6
封德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花婷）10 月 17日至 19日，省政协副
主席张亚忠带领省政协住港澳地区
委员视察调研信阳市经济社会发展
和对外开放情况。

座谈会上，张亚忠指出，省政协
住港澳地区委员积极支持河南社会
事业发展，在推动豫港、豫澳合作交
流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省
政协要搭好豫港澳交流平台，为港澳
委员履职提供良好条件，为促进河南
经济发展多办实事；港澳委员要更好

地发挥“双重”积极作用，为促进豫港
澳合作发展多作贡献。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台资圆创磁
电有限公司、商城县开源环保、山信
粮业、明鑫纸业等企业，参观了美丽
乡村郝堂、里罗城、“黄柏山精神”诞
生地、大别山商城革命纪念馆等，深
入了解信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历
史人文风貌。调研组还实地考察了
港澳委员捐款修建的商城县枣树榜
村康养中心，为30位老人送上3万元
的贫困救助金。③6

搭好交流平台
促进豫港澳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