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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历史的匆匆一瞬；

四十年，又写满了春华秋实。

四十年风雨兼程励精图治，四

十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伊川

大地沧海桑田前程似锦。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伊川

人民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锐意改革，奋勇争先，创

造出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经

济实力明显增强，基础设施巩

固完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人

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不断增强。下

面的一组数字足可以佐证伊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

伊川县：与新时代同行奔小康

改革开放之初，伊川贫穷落后，经济基
础薄弱，自然条件差，交通建设滞后，贫困
人口众多。1978 年，全县 GDP只有 9013
万元，人均生产总值才 170 元，地方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777万元，人均公共预算收
入 14.5 元。40 年后的今天，全县地区生
产总值达到 378.1 亿元，比改革开放前翻
了四番多，年均增长 14.1%，人均 GDP 也
从 1978 年 的 170 元 提 升 到 2017 年 的
47888 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上升到
20.1 亿元，年均增长 15.9%。随着经济的
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出现了质的飞
跃 ，如 今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3212 元 ，比 1978 年 的 53 元 净 增 加
13159 元。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电脑、空调、冰箱、彩电等基本消费
品得到普及，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
寻常百姓家庭。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
越来越追求更加高远的精神生活。

这些成果使我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伊川县改革开放四十年，真的是硕果累累
遍地开花。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大楼拔地而
起巍然耸立，大楼的高度见证了伊川的速
度。四十年，伊川从一座闭塞的小县城变
成一座大气恢宏、富有现代气息的新城。
放眼滨河新区，伊河桥、志远桥、伊龙桥、高
新、双辛、鸣皋六座桥梁，如长虹卧波，似彩
练当空，让伊河两岸紧紧相连，满足了 83
万伊川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遐想。

改革开放之初，大部分居民用户还是
使用煤球生产、生活，如今，清洁能源取代
了煤球，燃气管道供应“一张网建设”正在
进行中，目前，伊川县老城区、河滨区、产业
集聚区燃气管网已基本全部覆盖到位，城
区居民发展用户 2万多户，燃气普及率达
到 90%。生活污水处理基本实现全覆盖、

全收集，全县已建成投用第一污水处理厂、
第二污水处理厂、伊川县平等污水处理厂
及姬磨、夏堡、水寨分布式污水处理站。城
区亮化不断改善，县城区共安装各型路灯
17900盏，线路总长 300多公里，大大提升
县城区照明水平，提升了城市形象。城区
供水主管道总长度 96 公里，日供水量达
22000吨。

“黑屋子、土台子，里面坐群泥孩子”，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伊川教育的真实写照。
如今伊川县公办教育、民办教育齐头并进，
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共放异彩，
为伊川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人才
和智力支撑。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改革开放以来，伊川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仅 2008 年至今十年时间，全县累计投入
17.9亿元，新建学校 15所，改扩建、维修学
校 257所，配备课桌椅 22775套，宿舍用床
8860 套 ，图 书 1411967 套 ，体 美 器 材
1334700 件，计算机 13862 台，2017 年顺
利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国检复查
验收。2018年，全县中小学教师已达6374
名，全县小学、初中、高中专任教师学历达
标率分别达到100%、99.74%和 99.22%。

职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伊
川县职业教育在校生已达2550人。目前，
民办学校学生已达2.2万人，教师1200人，
成为伊川公办教育的有力补充。

2018年全县中小学达到 246所，学生
14.09万名，全县小学和初中入学率分别达
到100％和 99.8％，巩固率分别达到99.6%
和 99.7%。普通高招连年攀升，2018年全
县本科上线2516人！

在今后一段时间，围绕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指示

精神以及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暨重点工
作推进会精神，如何在转型发展中释放自
身能量，不断深化“9+2”工作布局，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助力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

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说，努力推动产
业转型，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狠抓工
业发展不放松，重点抓好铝及铝精深加
工、耐火材料、磨料磨具、塑料、铸造等传
统优势产业，通过招大引强实现转型升
级，在新兴产业培育方面，紧抓非晶材料
和智能制造两个重点；大力发展高效农
业，大力实施致富带头人工程，把规模做
大，积极打造品牌，有效打开市场，促进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提升发展效益；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按照服务对象的不同，实
行差异化发展。要着力推动动能转型，扭
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发挥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抓好创新平台建
设，壮大创新主体，突出人才队伍建设，加
强人才引进，加强人才培养，加强人才服
务；把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关键一招，持
续深化国企改革，全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扎实推进机构改革。要着力推动城乡
协调发展，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优化
中心城区“三大板块”空间发展格局，统筹
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综合交通体
系、水利基础设施、能源体系建设，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推进生态环境建
设，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加快全域
生态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农村环境整治，
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打好打赢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
攻坚战，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增加人
民群众获得感。

(石国卿 葛高远)

今年10月 17日是第五个国家扶贫日，
也是九九重阳节。当天中午，在伊川县酒
后镇翟沟村，全村60岁以上老人齐聚一堂，
热热闹闹办了场寿星宴。

“摸着良心说，党和政府对咱老百姓
好。脱贫摘帽，我没意见。”拟脱贫户温延
伟身患残疾，健康扶贫、残疾人补贴、危房
改造等一系列政策叠加，让他解决了后顾
之忧。但他认为，脱贫靠劳动，不能躺在政

策的“温床”上。去年，他靠到户增收资金
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部自食其力。

“贫困村、非贫困村一个不落，贫困户、
非贫困户全面走访。”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
说。目前全县2000多名干部已全部下沉一
线，走村入户传党音、田间地头听民声，真正
来一次脱贫政策大宣讲、脱贫成效大排查、
脱贫问题大整改，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坚决完成脱贫摘帽目标任务。 （董俊峰）

国庆节那天，老妈帮助我整理家务，她指着墙角
的一台缝纫机对我说：“好久没用了吧？”我想了想说：

“差不多快二十年了吧。”
缝纫机是在女儿出生前买的。当时老妈过来照顾

我，想帮孩子做衣服，于是我们到百货楼买了这台缝纫
机。安装调试完毕后，老妈把缝纫机擦得锃明发亮。我
们又从百货楼扯来花棉布，经过老妈裁剪、缝纫，棉衣、
褥子做成了，堆得像小山似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老妈
又做了好几条围嘴儿、罩衣罩裤、棉鞋单鞋，都是用缝纫
机帮助做的，还把我不穿的衣服改成孩子们穿的款式。

老妈说：“孩子们都长大了，早就不穿做的衣服
了，买的衣服也很结实，想在缝纫机上补一下也找不
到烂的地方啦。把它送给市场上修裤边的吧。”我说：

“修裤边用的都是电动的呀，咱们这是脚踏式的。”孩
子也过来讨论。女儿说缝纫机不美观占地方，儿子说
再不用就生锈了，争论了好半天，也不知道缝纫机该
送到哪儿去？老妈说，把缝纫机送给别人吧，没人要，
卖废品吧，这曾是咱们家吃饭的家什，还是放到储藏
室，留作纪念吧！ （王雪凌）

史学涛是洛阳辰涛牧业公司的领头
人，也是伊川县养牛产业带贫的“大户”，在
他的带动下，全县有37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850户贫困户靠养牛脱贫致富。

像史学涛一样，伊川县有518名脱贫致
富带头人正在谱写着脱贫摘帽的交响曲。
在脱贫攻坚中，伊川县采取“招商引进一
批、返乡创业一批、本地扶持一批”的办法
遴选致富带头人，探索了一条结合产业发
展培育选树致富带头人，由致富带头人领

办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扶贫就业帮扶基
地，将贫困群众有效组织起来，既实现了贫
困群众稳定增收，又实现了产业持续发展
和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共赢局面。

目前伊川县已下拨村集体经济发展引导
金4967万元，组建带贫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
100个、扶贫就业帮扶基地170个，发展来料
加工项目50余个。目前，518名脱贫致富带
头人已带动贫困户1.12万户，176个村实现
了集体经济“零的突破”。 (李超 周登奎)

“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最大的精力投入到
脱贫攻坚上来，把最好的资源调度到脱贫
攻坚上来，把最强的兵力充实到脱贫攻坚
上来，确保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达目的
决不收兵。”

近日，伊川县召开脱贫攻坚第二十次推
进会议，2000多名县乡村党员干部表示，一
定要以脱层皮、掉斤肉的勇气，把全部精力
投入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进一步统一思
想、转变作风，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坚决完
成脱贫摘帽目标。 （赵怡）

1978年那年，伊川县高山镇谷瑶村的张盘香才刚
刚两岁。家里穷的就几间茅草屋，姊妹几个挤在一张
床上睡觉。结婚时，丈夫借钱买了一套硬木沙发和一
组大衣柜，张盘香从娘家拉了一台二手洗衣机，搬进了
婆婆家的 3间房内，这就是两口子的全部家当。随着
两个儿子先后出生，不仅经济上更加紧张，连房间也不
够住了，婆婆只好晚上在客厅搭床睡。

改革开放后，张盘香夫妇开始养殖蜗牛，一窝窝的
蜗牛给全家带来了希望。靠着这些蜗牛，张盘香家的新
房子盖成了，仅院子里就有5间房子，主楼内还有3室1
厅，车库、厨房、卧室、书房等各个房间分工明确，还空余
出来几间房子，只放了一些农具等杂物。

“现在有了这么多家具家电，屋子还没放满，今年
买了车,这车库就能用上了。”张盘香说，丈夫的驾照已
经拿到手里，今年准备买辆 20万元左右的汽车，算是
给家里再添置一个“大件”。

从房子“不够住”到“放不满”再到“住不完”，这几
十年时间，张盘香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底”越
攒越多，但勤劳持家的理念并没有变，一窝窝蜗牛给了
张盘香生活的希望，也转化成了这个家的新“家底”。

（刘梦雅 康雅锋）

1978 年，我在洛阳师专上学，每周六下午回老
家。按说，从洛阳通往伊川县江左镇途经我家乡吕店
的客车就从我们学校门口经过，从学校门口乘车回家
是很便当的事，可是，由于当时车辆太少，所以不得不
舍近求远，周六回家需要周五下午 2点前到金谷园长
途汽车站排队买票，买到票后周六下午才能到站乘车
回家。

有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去买票晚了，在校门口乘 3
路公交车到了定鼎路，再转乘5路车，当我风风火火赶
到金谷园长途汽车站时，票已经卖完。第二天下午，我
正在校门口走动，通往江左吕店方向去的那辆车突然
停在了路边，司机下车鼓捣，售票员也打开车门下去帮
忙，就在这时，我混到了车上。不一会儿，车就开了。

那时乘车困难，与今天的出行便利形成了强烈鲜
明的对比。

以伊川为例。那时全县仅有15辆汽车，其中客车
只有9辆。而今天，伊川县拥有各种汽车17万辆，加上
摩托车、电动车等机动车粗略估计也在50万辆以上。

数字或许是枯燥的，但今天人们出行感受到的一
定是实实在在的便利，一定是“同住地球村”“天涯若比
邻”的感觉。

(冯同召)

四十年岁月悠悠，征路漫漫；四十年天地翻覆，乾坤再造。

犹记一九七八，吾尚年少。大地冰融，中原春意初萌；

春风徐来，伊川东方破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吹

响改革号角，引领开放浪潮。其功至伟，国史炳耀！

家庭承包，解祖辈父老温饱；改革开放，架伊川复兴金

桥。六十多万伊川儿女，告别贫穷，圆丰衣足食梦；共赴小

康，谱富民强国谣。

且看，伊河川区，东西两岭，快马加鞭抢机遇；产业集

聚，转型升级，弯道超车齐发力。西气东输，源源燃气通万

户；东西干渠，汩汩伊水济青苗。二电三电，点亮江山半

壁；国道高速，直通“龙门一号”。高铁联网，翻越龙门瞬间

至；滨河大道，南北变通途，鳞次栉比高楼立，俯瞰碧浪滔

滔。六桥跨伊河，两岸对称发展群星耀；北大门外春风度，

九皋鹤鸣神臂摇。伊川崛起，与新纪有约，同世界拥抱。

网络购物何便利，移动支付任逍遥。重科教，代代人才展

鹏翼；图创新，累累硕果跃前茅。程园范园，华夏旅人络

绎；国际市场，“伊川制造”畅销。城里乡下，果蔬鱼肉充

盈；河东河西，稻麦油棉丰饶。

脱贫攻坚，责任在肩，使命神圣，初心永葆。设立东西

两战区，分设十五指挥部，沙场秋点兵。两千干部职工“大

宣讲大排查大整改”，只为三百六十村八十三万父老，吃不

愁、穿不愁，教育有保障、卫生有依靠、危房不住人、住人无

危房。洛阳辰涛牧场，乡村扶贫车间，新大牧业，专业合

作，见证产业扶贫拔穷根。第一书记、工作队长真驻村、结

穷亲、扶真贫，吹响脱贫摘帽集结号。

十九大开启伊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大手笔农

业农村工作新谋划、高起点，教育卫生近期未来再设计，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为伊川发展绘蓝图，为全县解放思想

抓机遇、砥砺奋进加油干，实现高质量发展凝聚磅礴力。伊

川崛起，巨龙腾飞，奋力谱写洛阳副中心城市伊川篇。

四十载旌旗猎猎，战马萧萧；四十载奇勋赫赫，伟业昭

昭。历史必将铭记：设计者之高明，施工者之精妙；开拓者

之光荣，奋斗者之骄傲。前进路上，尚多险关暗礁，信有新

时代旗帜高扬，习近平思想前导。我们志未酬，肩不歇，气

正豪，向着两个百年宏伟目标，将改革进行到底，让凯歌响

彻九皋！ （葛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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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开
放
四
十
周
年
而
作

“赋闲”的缝纫机

乘车不再难

住不完的房子

83万伊川人 同心摘贫帽

500多带头人 谱写带富交响曲

2000名干部到农村传党音听民声

伊川县鸦岭镇万亩花椒喜获丰收，为当地增收
3000万元 葛高远 摄

伊川粮食生产连年丰产丰收。图为洛
阳市今年在伊川举行小麦机收现场会
葛高远 摄

伊川县城鸟瞰 李书宝 董俊峰 摄

“数”说脱贫攻坚

说说咱家新变化

全县生产总值

3781263万元

一般预算收入

201336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

5294169万元

——2017年经济发展主要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

28635元

农村居民人均

13212元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