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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晓东 孙勇 李岚 刘晓阳
本报通讯员 宋超喜

新蔡之新，在于常新；新蔡之变，
源于初心。

“昔日泥泞难出村，而今路顺入家
门；文化广场建村口，咱农民跳起广场
舞；扶贫车间两兼顾，务工务农都不误；
斩断穷根奔富路，驱散贫霾现彩虹；幸
福不会从天降，一切美好靠打拼；古吕
富强任重远，勿忘初心为人民。”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新蔡一位

退休老教师激情难捺，由衷写下这样一
首诗，彰显着130万新蔡人民满满的收
获感和对未来发展的自信与向往。

细微涓滴，映照千顷澄碧；百折不
挠间，汇聚无穷磅礴动能，让豫东南这
方灵秀之地，展露新颜，换了人间。

曾几何时，这个有着 11万多贫困
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面对的是一连
串的疑问和担心：

贫困人口基数如此巨大，穷县能
撬动大扶贫吗？

立下了提前脱贫军令状，新蔡能

如期完成吗？
一个财政小县，搞城市水系建设，

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为啥还有近

1/10的群众没迈进富裕门？
基础差、包袱重，新蔡凭啥建设豫

东南区域中心城市？
…………
当初，一个个新蔡之问，如响鼓重

锤，振聋发聩，发人深省，如芒刺扎心，
让人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

（下转第十六版）

从“新蔡之问”到“新蔡之变”
——脱贫之后再访新蔡纪实

□本报记者 党文民 本报通讯员 郜敏

“黄瓜、莴笋、黄花菜、萝卜、土
豆、茄子，在这里都能加工。”11月 25
日，在太康县王集乡前进村银河盛蔬
菜脱水公司，公司负责人刘前进告诉
记者，这些蔬菜通过脱水、烘干，销往
全国各地，价格可以提升几倍甚至十
几倍。

前进村党支部主要负责人说：“这
个公司带动前进村种植蔬菜 200 多
亩，吸纳本村 25名贫困群众务工，人
均月收入2000元左右。”

如今在太康县，已经形成了村村
有扶贫产业、户户参与扶贫产业项目、
人人分享扶贫产业成果的格局，实现
产业带动贫困户28300户 127600人。

“县委、县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和省
市决策部署，念好人口经和农字经，统
筹做好特优农业、扶贫车间、农民提
质、金融扶贫等文章，走出了一条具有
太康特色的产业脱贫路子。”太康县委
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

太康是大别山片区扶贫开发重点
县。截至2018年 11月，全县共有贫困
村 168 个，已全部退出。系统内建档
立卡贫困户 36794 户、158883 人，已
脱贫贫困户 32220户 144390人，未脱
贫贫困户 4574户 14493人，贫困发生
率0.98%。

如何实现脱贫致富？太康选准
“产业”这个火车头来带动。

特色农业铺就脱贫大道。立足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太康县
发展构树、供港蔬菜等特色种养扶贫
基地145个。

连云港玉柏旅游食品有限公司在
太康流转土地 1955亩，建成豆丹繁育
智能大棚 168个，带动 5000户贫困户
增收致富；河南景泓农业有限公司发
展直供港澳无公害蔬菜 1000亩，带动

贫困户 50 多户 200 多人实现稳定脱
贫；马厂镇实施林业产业带贫，全镇苗
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达 18
家，种植绿化苗木 1万多亩，带动贫困
户 883 户 3540 人，仅此人均年收入
8000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高贤恒大特供果蔬基地、龙曲秋
葵种植基地、转楼芦笋基地、大许寨食
用菌基地、符草楼红枫园林扶贫基地
等如雨后春笋，在太康大地展开一幅
多彩的画卷。

扶贫车间成就打工梦想。太康
县运用财政和社会资本按照“八统
一”标准建设“润太标杆”扶贫车间
135 个，引导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
运营率达到 100%，5511 名群众实现
家门口就业，带动贫困劳动力就业

3516人。
太康县产业集聚区 34 家企业参

与脱贫攻坚，在田间地头建起了车间
和基地，招录了工人，解决了贫困户家
门口就业难题。

逊母口镇前店村贫困户马团辉身
残志坚，利用灯饰扶贫车间，吸纳 100
余人就业，其中39名贫困户。66岁的
耿春兰是前店村的贫困户，她每天领
原料回家加工。“俺在家门口干活，既
照顾了家又没少挣钱，真得感谢党和
政府。”她笑着说。

符草楼藤艺扶贫车间，转楼帽子
加工、藤编等扶贫车间吸纳贫困群众
均在 50人以上；大许寨洪山庙扶贫车
间的外贸服饰产品销往欧美、南非等；
杨庙曹庄扶贫车间生产的削皮刀走出
国门赚外汇……

金融扶贫助力产业发展。太康县
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信用评价、风险防
控、产业支撑“四大体系”，累计发放
小额扶贫贷款 5亿多元，支持 1.7万户
发展产业。

牧原集团在太康大力推行“5+”，
即“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
贫困户”的扶贫新模式，成立惠康农
牧专业合作社，金融机构为入社贫困
户发放贷款，牧原提供保证担保。贫
困户将贷款委托合作社统一管理，合
作社按照牧原的标准建猪舍租赁给
牧原使用，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并
以此为分红和付息来源，实现了五方
共赢。

学会技能插上就业翅膀。太康县
组织引导培训机构因村、因人、因时
施训，累计培训贫困劳动力 4960 人，

实现了“培训一人，持证一人，转移一
人，致富一家”。逊母口镇姜庄村贫
困户丁娜，通过免费培训学会了按摩
技术，到郑州打工，月收入 3000 多
元。全县通过“贫困劳动力培训”“致
富带头人培训”，实现了贫困人口免
费培训全覆盖。

龙头企业进村下乡。太康县扎实
推进“1115”工程，即一个企业分包 1
个乡镇，帮扶 100户贫困户，保证 1年
脱贫，巩固 5年脱贫成果，实现健康持
续发展。全县已有 70家企业与 65个
贫困村结成帮扶对子，投入资金 785
万元，实施帮扶项目 96个，4887名贫
困人员受益。

“实现脱贫致富，发展产业是关
键。太康已建成特色种养扶贫基地
145 个、扶贫车间 135 个、300 千瓦光
伏电站 160 个，累计发放小额扶贫贷
款5亿多元，引进总投资9亿多元的扶
贫项目 45个，争取通过产业带动实现
脱贫致富，助推乡村振兴。”太康县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说。

太康：产业扶贫绘就脱贫出彩华章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翰墨铸真
情，盛世谱华章。11月27日，由省政协
主办的“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人——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书画展”在省
美术馆开幕。省政协主席刘伟，副主
席钱国玉、周春艳、谢玉安和秘书长
王树山出席开幕式。

刘伟宣布书画展开幕。
钱国玉在致辞中说，改革开放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古老厚重的中原大地同伟大祖国

一道，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长期以来，全省各级政协坚持大团结
大联合，有序高效开展履职活动，为全
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
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在全国上下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汇集全省各
级政协、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书画精
品佳作，举办书画展，目的是回顾总结
我省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积累的经验，展示全省广大政协委员
和政协工作者热爱家乡、建设河南的
责任意识和思想境界，（下转第二版）

□夏远望

近日，国务院印发通知，支持郑州机

场利用第五航权，允许外国航空公司承

载经郑州至第三国的客货业务。河南人

遇到一个崭新的词汇——“第五航权”。

所谓第五航权，通俗地说，即允许

国外航空公司开通经停航线，获得在

第三国中途经停、上下旅客和

装卸货物的许可。开通第五

航权后，可以给郑州带来大量

国际中转客货流，加速提升“空

中丝绸之路”的辐射力和影响

力，是极具经济意义的航权。

郑州机场利用第五航权再获国家

支持，有其深层原因：“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扩大郑州机

场航权开放，是开放发展理念的深度践

行；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带

动全省上下在雄浑高亢的“一带一路”建

设交响乐中不断奏响河南强音；打造内

陆开放高地，河南的自身特色更加彰

显，“空中丝绸之路”越飞越广，今年上半

年郑州机场客运量增速居全国大型机

场首位，货运量增速居全国大型机场第

二名，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国

际多式联运“一单制”等190项改革创新

举措，使无数家入驻企业受益，

也为郑州机场进一步利用第五

航权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年来，临空经济、自由贸易、

跨境电商、空中丝路……一串串

陌生的词汇，日益成为新时代河

南人的“流行语”。随着开放步伐越迈越

大，河南开放的大词典里会不断融入新

词汇。新词汇凸显的是新机遇、新理

念，把一个个新词汇融入河南的崭新

实践，成为开放河南的新标识。2

□本报记者 董林 童浩麟

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开封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近3年来，开封在“放管服”改革上
一路“开封”、自我革命：在全国首创

“二十二证合一”“三十二证合一”，推
行许可默认备案等 50 条商事制度改
革，深入开展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多
规合一、整体评勘，努力实现极简审
批、极速效率、极优服务、极严约束“四
极”理念，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实
现全市经济社会良性发展。

制度创新，让“四极”理
念落地生根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解
企业之所忧。开封以制度创新为主攻
方向，在准入、准建、准营等关键环节，
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开封目标，通过抓实“优化发展环
境”这项基础工作，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为实现“两个高质量”打下坚实基础。

开封希望，通过梳理涉企审批事
项具体操作流程，建立涵盖行政审批

“全事项、全过程、各环节”相互配套协
调的标准流程，努力让审批“极简”；通
过倒查追究延误责任，实现“极速”效
率；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本领，逐步建
立企业对政务服务的事后评价制度，
让“极优”服务不再沦为一纸空文；建

立优化营商环境双月通报点评例会制
度，定期对违反公开承诺、破坏开封营
商环境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惩处，
做到“极严”约束。

今年前3个月，开封市委密集召开
了全市转型攻坚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和11个企业代表恳谈会，出台了《开封
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在
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中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的实施办法》等文件，建立了双
月通报点评例会、公开承诺等制度。

“企业落户开封，是为开封发展作
贡献。当企业有事要办，我们就应该
想方设法让企业办得顺利、办得舒心，
这个‘想方设法’，就是‘服务’精神的体
现，也是干部作风转变的体现，政府部
门就是要甘当‘店小二’，切实提升开封
市营商环境软实力和城市核心竞争
力。”开封市委书记侯红说，“让‘四极’
理念落地生根，让一流营商环境成为开
封的新标识。”

在开封市优化营商环境双月通报
点评例会已发布的4期通报中，第三方
评估给开封市 49 个市直局委数据结
果的最低分，由第一期的 67分提高到
第四期的 79.94 分，80 分以上的单位
数量由第一期的33个增加到第四期的
47个。

“截至目前，片区注册的企业数量
是挂牌前的 20倍，亿元以上企业增加
了104家，一大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加速形成。”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
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肖文兴说。

制度创新和优化营商环境极大提
升了企业投资和项目建设的便利化、自
由化、快捷化，极大地激发了创业的动
力。今年前三季度，开封全市各类市场
主体同比增长17.6%，达到25.6万户。

“越位”的政府权力“归
位”，让便民措施落在实处

让企业方便，政府就要让权。这
对不少部门来说，比割自己的肉还
痛。从公开反对到软磨硬抗，再到主
动创新，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凝聚共
识的过程。

以开封市不动产登记审批为例。
为简化审批流程，开封市撤销了房地
产产权产籍监理处、房地产交易管理
处和城区房管所，将不动产权籍调查、
不动产交易管理、不动产登记发证、不
动产交易登记档案管理及信息查询服
务等职能有机整合，在全省率先建立
了不动产登记中心，彻底扭转了不动
产交易登记“分头管、分段批、多门办”
的局面。

“一方面削弱权力，一方面优化流
程，新成立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全面清
理各类审核服务事项，精简优化登记
流程，一律取消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和
授权的‘证明’‘盖章’。”开封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负责人说。

经过改革，不动产登记申请要件
由206项压缩至94项，整体减少55%；
对 21项不动产登记事项按照“即时办
结事项”和“限时办结事项”两类分别
梳理。其中，“即时办结事项”5项，均
实现“立等可取”；“限时办结事项”16
项，办理时间由原来的 30个工作日缩
短至3个工作日。

还有，比如一项 10元的固定收费
项目，以前也要单独设一个窗口，给群
众造成不便。改革后，这一窗口与其
他窗口合并，费用一并收取。“如果取
消这 10元钱收费，科室的人往哪儿安

排？”相关部门的反问，让人看到打破
利益藩篱，还需从顶层设计入手。

阵痛过后显生机。减少不必要的
审批环节，其结果必将是释放越来越
多的市场红利。

采访中，记者深切感受到，开封的
“放管服”改革，是一场“刀刃向内”的
自我革命。通过聚焦改革中遇到的难
点痛点堵点，开封让“越位”的政府权
力“归位”，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藩篱，
让便民利民措施落在实处。

从老百姓最急、最难的
事入手，大胆试、大胆闯

办事繁琐、办事拖沓，一直是群众
诟病的焦点。

比如说，许多城市办理房产过户
后，水电气暖过户要一家一家跑，办下
来至少也要十天半月。可在今天的开
封，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暖过户同步
联办，20分钟就能办完。

同步联办，看着事不大，做起来不
易。一个简单的水电气暖过户涉及 4
个部门单位，每个都说数据不能共
享。2017年 10月，开封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实现一网通办。不动产登记与水
电气暖过户同步联办这一创新举措，
从提出、设计到落地，仅用 20天，刷新
了“放管服”改革的“开封速度”。

“群众办事的难点痛点，就是我们
改革的攻坚方向。涉及群众利益的
事，必须雷厉风行去办。”开封市市长
高建军表示。

有蜕变，才有新生。在开封，各级
党委、政府把破解民生“八需八难”放
在心上、抓在手中、尽力而为，只要有
利于群众办事便利化，（下转第三版）

省政协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书画展
刘伟出席开幕式

“第五航权”的背后

聚焦第一要务 持续抓实“优环境”
——开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实践路径”新闻调研（中）

——记者蹲点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1 月 26
日，在许昌市 100家企业银企对接专
项行动第一次推进会上，24家银行业
机构与 41家企业现场签约，签约金
额9.4亿元。

这次银企对接活动，是许昌市正
在开展的“四个一百”专项行动的一
个缩影。该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有关负责人说，为切实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许昌市委、市政府集中开
展“四个一百”专项行动，即市级领导
联系服务 100家重点工业企业、市县
领导联系服务 100个工业重点项目、
100家企业银企对接、100家企业化
解担保链风险。

近两年来，许昌市部分民营企业
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转型升级缓慢的

“拦路虎”。“四个一百”专项行动的目
的，就是围绕解决工业企业发展中存
在的突出矛盾，解决企业实际困难。

许昌市委、市政府建立了专项行
动联席会议制度，市委书记为联席会
议召集人，市工信委、市金融办、市发
改委等 21个部门为成员单位，定期
听取专项行动进展情况，及时研究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

近日，在该市主要领导的协调
下，众品集团、美特桥架、绿洲农业等
企业共获得 6 笔共 2.7 亿元调贷资
金，禹州市天源生物中医药产业园交
通不畅问题得以解决，恒利来合金获
得了 1000 万元科技贷资金，一些困
扰企业的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四个一百”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
市共收集企业反映各类问题326条，其
中已办结和正在推进解决的问题158
条；已组织78家企业与26家银行机构
开展银企对接，初步达成117个对接项
目，融资意向合计54.5亿元，14家企业
担保链风险问题正在协调解决。③3

许昌：“四个一百”护航民营经济

省委书记王国生11月26日在郑
会见以色列驻华大使何泽伟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刘勰）11月
27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调研，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为契机，在回看走过的路和远眺前行
的路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坚定信
心、抢抓机遇，洞察大势、做强优势，
认真研究谋划明年经济工作，在坚定
走好开放发展之路中推动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

王国生在位于双鹤湖中央公园的
港区规划展览馆，详细了解港区总体
规划和产业布局，对建设“国际、魅力、
机遇、幸福”港区给予肯定。在台资企

业郑州合晶硅材料公司，王国生询问
产品研发情况和市场前景，要求政府
部门要进一步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支
持企业在豫更好发展。在郑州南站施
工现场，王国生看望中铁四局施工人
员，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叮嘱要按照时
间节点加快建设，为郑万、郑阜高铁早
日开通创造条件。在新郑国际机场，
王国生听取机场三期扩建工程汇报，
强调要抓好重大工程项目实施，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经济发展，争创更
多优势。

调研期间，王国生主持召开座谈
会，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研究谋划我省
对外开放和明年经济工作。郑州市、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和省发改
委、省商务厅、河南机场集团、河南保
税集团等地、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作
了发言，提出意见和建议。

王国生指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是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载
体和平台，港区今天发展的骄人成
绩，得益于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各级
各部门前瞻谋划、合力推动、持续推
进。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们
要对航空港区的重要地位和带动作
用再认识再提升，以更多的创新性举
措，推动航空港区在高质量轨道上健
康发展，让这张名片更加靓丽。要从
航空港区开放发展中探索路径，推动

郑州和全省创新发展。要在发挥现
有优势基础上培育新的优势，坚持错
位发展、借力发展，既要增强紧迫感，
顺势应时、抢抓机遇；又要沉下心来、
保 持 定 力 ，抓 到 点 子 上 ，抓 在 关 键
处。要抓住具有代表性、引领性的重
大项目，瞄准优势产业做大做强，以
韧劲拼劲强力推动、带动全局。要勤
思善学，善纳良策，增强发展本领。
要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强化人才支
撑作用。要坚持改革创新，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激发动力活力，实现更高
层次开放、更高质量发展。

黄强、马懿、穆为民、江凌参加调
研或座谈。③4

王国生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调研时指出

坚定信心 做强优势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