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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本报通讯员 李琦

对于许多人来说，“饿了么”软件
意味着外卖美食。对于济源市大峪
镇上寨村的卢三保来说，“饿了么”却
标注着一段昂扬向上的人生轨迹。

上寨村是贫困村，卢三保家是贫
困户。卢三保天生脚部有残疾，家里
兄弟姐妹多，父亲又因车祸受伤，他
自小就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卢三保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赚
钱。前几年，外卖送餐服务业在济源
市兴起，卢三保成为一名外卖小哥。
凭着眼勤、口勤、腿勤，卢三保入职第
二个月就送了900多单，成为公司送
餐最多的外卖小哥。

2016 年，“饿了么”济源代理商

欲转让代理权，卢三保决定自己来代
理，但不菲的费用让他陷入了困境。

“真要感谢扶贫政策和帮扶单
位，帮我解决了难题。”12月 22日，卢
三保回忆说。上寨村的帮扶单位济
源市交通局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
手，通过济源市创业金融扶贫政策，
为卢三保申请到了 5万元无息贷款，
并提供了其他多种援助。

渡过难关，卢三保成为“饿了么”
济源总代理，立即大刀阔斧进行市场
拓展。很快，他的公司便拥有 80多
名员工。

“扶贫先扶志，卢三保是上寨村
向贫困挑战的典型。通过实施多种
举措，现在村里脱贫致富的正能量已
被充分激发。”济源市交通局驻上寨
村第一书记常铮说。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张
献斌 赵静）12月 20日至 22日，由土
耳其、塔吉克斯坦等 31个国家逾 50
名学员组成的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
场研究院“一带一路”参访团来到鹤
壁市，就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方面
进行考察调研。

据悉，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
究院成立于 2011年。此次前来考察
的参访团由该院“发展中国家硕士项
目”成员组成，这一项目是由商务部、
教育部代表我国政府开展的高端学
历学位对外教育项目。3天时间里，
参访团先后到河南贝迪塑业有限公

司、浚县古城、朝歌文化园、中国（鹤
壁）农业硅谷产业园、鹤壁国立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实地考察。“当
前，秘鲁也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因此与中国持续加强经贸合作就显
得尤为重要。”在秘鲁从事对外贸易
的Amelia Jacqueline告诉记者。

“很高兴能来到河南、走进鹤壁，
这样的交流学习对我日后的工作非
常有益。”就职于南苏丹国防部的
Deng Mareng Akuei表示，这次以

“一带一路”发展为主题的调研活动
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了中国，鹤壁的
产业发展令人印象深刻。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教太极拳
也刚好四十年了。”12月 23日，在温
县赵堡镇陈家沟村，陈氏太极拳第十
一代传人陈照森在自家院子里边指
导几名学员边说，“从我们为了生计无
奈走出去，到现在学员主动走进来，陈
家沟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陈照森今年 62岁，年轻时，走南
闯北去外面教拳，常常有学员提出想
去陈家沟看看，他都婉言拒绝了。“那
时候的陈家沟街道比较窄，房屋老
旧，生活环境差，害怕他们失望。”

如今的陈家沟，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皆有太极元素。青石铺就的主
街道两侧，古朴建筑错落有致。以陈
家沟为核心，太极圣地赵堡镇借助

“太极”之力，让四方宾客纷至沓来。
围绕焦作市提出的“太极故里、

山水焦作”的发展战略，赵堡镇强化

“太极之根、太极之源”的核心地位，全
力打造“享誉世界的太极圣地”，围绕
太极拳文化展示、太极拳培训、休闲疗
养、传统村落体验等四个主题，现已成
为国家第一批特色小镇、重点示范镇
和省级生态乡镇、乡村振兴示范镇。

太极拳文化国际交流中心项目、
太极文化生态园项目……一个个项
目工程在赵堡镇落地生根，太极拳祖
祠、太极文化园、中国太极拳博物馆等
景点陆续建成。今年截至11月底，以
陈家沟景区为核心的赵堡镇共接待
游客 82.1万人，同比增长 35%；旅游
综合收入560万元，同比增长40%。

“以太极为抓手，赵堡镇大力推
动‘太极+’，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赵堡镇党委书记王世谦说。

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赵堡镇
这座传承太极拳数百年的古镇，正从
传统古村落向生态宜居村、文化传承
村、太极产业村铿锵前进，在神州大
地上“武”动奇迹，绽放光辉。③4

□本报记者 朱殿勇 杜小伟

12 月 21 日清晨，大雾弥漫，能见
度不足十米，人车难行。

鹿邑县太清宫镇小集村贫困户怀
培兰家新房工地，一派忙碌景象，堆放
的大沙旁，怀培兰儿子杨会正使劲地
用铁锹和着水泥砂浆，发出“噗噗”的
声响。看着自家新房子已经快封顶，
瘦弱的杨会和起泥来浑身上下更带
劲。“我当然要掏满力，公家拿钱给俺
娘盖新堂屋，县里下来的扶贫干部，比
我还操心下力哩！”杨会抹了一把额头
上的汗，咧嘴笑了起来。

现场督查的县纪委干部王东升，
用手抠下一块东山墙上还没晾干的外
粉水泥，使劲在手里捏了捏说：“这水
泥用的是不是少了？看着这颜色有点
土呢,比例再加大点，多用一袋水泥不
怕，墙不能不结实！”

鹿邑虽不是贫困县，却有贫困村
105个、贫困户 21667户，今年要脱贫
1914户、完成危房改造2073户。脱贫
政策是否落到实处、群众满意度如

何？尤其对低保户、危房户、重病户、
残疾人户、无劳力户，他们的生活过得
怎么样？鹿邑县纪委年底前开展专项
督查，派出督查组走村入户、逐项排
查，拧紧了“考核”的螺丝，确保脱贫质
量扎实、过硬。

“县里说俺的旧房一天也不能再住

了，这不，才几天新房子就立起来了！”
怀培兰大娘说着有些激动，“如今，孩儿
在县上也给安排了事干，新房也快盖好
啦，年前保准搬进去，暖暖和和、亮亮堂
堂过大年呢。”瞅着新房，大娘的嗓门响
亮了许多。

同一条街上，贫困户杨玉坤的危

房改造已经完成，迁入新居。杨玉坤老
人已96岁高龄，年迈体弱，患有慢性疾
病，原来一间老旧的房屋灰暗狭小、无
处下脚。受益于危房改造项目，如今家
里变了样，两大间新房宽敞明亮，内墙
刷得雪白，靠里间还摆着沙发。

杨玉坤女儿杨能正在教杨玉坤使用
新空调的遥控器。“眼看要数九了，给新
屋装个空调，屋里热乎，俺爹他就好受。”
杨能边说边笑，“这是俺孝敬爹的！”

村党支部书记陈东雷这一段没少
往杨玉坤家跑，这个老寿星不脱贫，他
心里不舒服。他说，除了危房改造，还
有小额扶贫贷款分红、慢性病补助等帮
扶措施，在杨大爷身上都得到了落实。

有了宽绰一点的住处，老人家女
儿可以到这照顾老人，经扶贫干部协
调，老人的孙子也转到附近学校教书，
更好地照顾年近百岁的老人家。

“吃穿不愁，房子也是新盖的，俺
爹这个戴多年的贫困帽子，今年总算
摘掉啦！”杨能说着，轻轻按了下遥控
器，一阵热风徐徐吹出来，屋里顿时暖
融融。③4

赵堡镇：太极圣地“武”光芒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基层行·乡镇篇

残疾青年当上“外卖掌门”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北师大“一带一路”参访团来豫调研

这里的冬天暖融融

扶贫干部看望搬入新房的脱贫户杨玉坤老人。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摄

12月 23日，光山县砖桥
镇李岗村桦昌生态园饲养员
正在给蓝孔雀喂食。该生态
园 2014 年从云南引进优质
种蓝孔雀 6000 只及养殖技
术。目前已发展成为年繁育
10万只蓝孔雀的养殖基地，
年产值达 4000 多万元。生
态园带动村里 28 户贫困户
养殖蓝孔雀，户均年纯收入
3.5万元。⑨6 谢万柏 摄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12月 23日，
根据群众举报，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有关
负责人带领有关人员暗访汝州市重污染
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发现该市
小屯镇的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流于形式，
重污染天气管控形同虚设，企业违法排
污现象触目惊心，群众对此意见较大。

暗访核查组在平煤神马集团朝川
焦化有限公司看到，企业违法排污问题
突出，出焦环节集尘设施不完善，无组
织排放严重，有大量黄烟短时逸出，厂
区内气味刺鼻。厂区内外管理混乱，防

尘抑尘措施不到位，多处煤场没按要求
封闭，地面煤灰煤泥深厚，厂区及周边
环境脏乱差，车辆过往扬尘四起。

暗访核查组在平顶山梓泰新材料有
限公司看到，该企业无污染防治设施，高
浓度废气直排，废渣随处堆放，多处污水
横流，厂区内环境脏乱差，属于典型的

“散乱污”企业，并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暗访核查组看到，在 207 国道、

241省道小屯镇辖区内，道路施工无任
何控尘措施，道路两侧堆积大量黄土，
路面积尘积土深厚；小屯镇工业区内

大街小巷脏乱差，生活垃圾、枯枝落
叶、废弃渣土随处可见，污水横流，焚
烧垃圾现象严重。在铁路小屯站卸煤
场发现，大量燃煤露天堆放，无任何防
尘设施，周边煤灰煤泥深厚。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有关负责人指
出，企业违法排污，环境乱象丛生，反映
出部门监管缺失，党政履职不力，并要
求汝州市及小屯镇有关负责人要深刻
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担
负起党政领导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
决落实环保污染防治各项措施，严格重

污染天气管控，对存在的问题立即整
改，对辖区内存在的污染问题进行地毯
式摸排，坚决杜绝环境污染乱象。

当天，省污染防治攻坚办到漯河市
暗访核查发现，个别工地、企业未落实
应急管控措施：源汇区京华合木幼儿园
东侧一座两层建筑正在进行施工作业，
其东侧土方覆盖不到位，黄土裸露；临
颍县磊鑫机械有限公司管控措施落实
不到位，焊接件余温尤存。此外，京港
澳高速颍河大桥东侧南岸存在烧荒现
象，过火面积达数百平方米。③4

孔雀开出
“致富屏”

省污染防治攻坚办赴汝州市小屯镇暗访发现

重污染天气管控不力 企业违法排污现象严重
在漯河也发现个别工地、企业未落实应急管控措施

推进河南奶业振兴 实现奶业高质量发展
——解读我省奶业振兴行动计划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奶业不可或缺

牛奶营养全面，又易于人体吸收，
被誉为人类健康的“白色黄金”，牛奶
消费水平是一个国家国民生活水平的
标志。

奶业是健康中国、强壮民族不可
或缺的产业，是食品安全的代表性产

业，是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业和一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事
关国民健康，事关农民增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奶业发
展，大力推进河南奶业振兴，是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奶业发展决策部署
的具体体现，是落实省委、省政府促进
奶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措施。当前，我
省正处在加快肉牛奶牛等优质草畜发
展、推动高效种养业和绿色食品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推进河南奶业振
兴、实现奶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河南奶业振兴行动将坚持以市场
为导向，以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优质、安全、绿
色发展为目标，着力“建基地、优奶源，
降成本、提单产，强加工、育品牌，延链
条、促融合”，推动奶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构建现代奶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和质量安全体系，努力把奶
业发展成为我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
业，把我省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乳品
生产和加工基地，实现由奶业大省向
奶业强省跨越。

《行动计划》提出，河南奶业振兴
要坚持“四化”推进、高效发展，绿色兴
奶、质量兴奶、品牌兴奶，龙头带动、共
享共赢，科技支撑、创新驱动，市场主
导、政府支持的原则，实现奶业高质量
发展。到2020年，我省奶业综合生产

能力显著提升，300 头以上规模养殖
比重达到 80%以上，奶类产量达到
300 万吨。产业布局更加优化，奶业
生产与生态协同发展，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率达到80%以上。粮改饲面
积不断扩大，优质饲草基地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乳品加工能力稳步提升，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消费信心显著
增强，乳品消费明显增长。到 2025
年，奶类产量达到500万吨，培育产值
超百亿元乳品加工企业 1家、超 50亿
元的企业3家以上。

推进奶业振兴
河南迎来大好机遇

近年来，我省立足实际，发挥优
势，奶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目前，我
省 百 头 以 上 规 模 奶 牛 场 比 重 达 到
85%，高出全国 26个百分点，奶牛平
均单产达到7.4吨，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0.4吨；蒙牛、伊利、君乐宝、光明、三元
等国内知名龙头企业和花花牛、科迪、
三色鸽、三剑客、博农等本土乳品企业
快速发展，全省乳品加工能力达 300
万吨，奶类产量和乳品加工量分别居
全国第四位、第三位。

推进奶业振兴，我省有优势、有
基础、有潜力、有机遇。河南属于南
北气候过渡带、奶牛养殖黄金带南部
区域，年产各类农作物秸秆 9000 多

万吨，饲草料资源十分丰富，发展奶
业条件得天独厚。我省人口多、交通
便利等优势也非常明显，周边 2小时
经济圈可辐射 4亿多人口，市场消费
潜力巨大。

今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奶业振兴和保障乳品质量
安全的意见》，9月份召开了全国奶业
振兴工作推进会，把我省列为十个奶
业主产省份之一，国务院相关部门正
在研究制定促进奶业振兴的具体政策
措施，政策机遇十分难得。目前，乳品
质量安全水平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消
费信心逐步恢复，奶业振兴面临千载
难逢的大好机遇。

围绕重点任务发力
全面推进奶业振兴

奶业振兴涉及范围广，工作内容
多，必须突出重点、强力推进。《行动计
划》明确了推进优质奶源基地建设、加
大优质饲草料生产供应、完善良种繁
育体系、培育乳品龙头企业、提升科技
支撑能力、保障乳品质量安全、加强乳
制品消费引导等七项重点任务。

在优质奶源基地建设方面，《行
动计划》提出要继续推进沿黄区域绿
色奶业示范带建设，兼顾以商丘、南
阳为重点的传统区和以驻马店为重
点的潜力区，加快形成“一带三片”产

业布局。推进郑州等 10个主产市和
兰考等 30个重点县奶业发展。鼓励
新建（扩建）300-5000 头奶牛场，重
点引导乳品企业自建 2000头以上的
现代化、标准化养殖场，提高奶源自
给率。在西峡等 10个县大力发展奶
山羊养殖，培育新的奶业增长点。积
极培育奶业大县，到 2020 年全省奶
业大县发展到 15个、2025年达 30个
以上。

在优质饲草料生产供应方面，
《行动计划》提出要以黄河滩区为重
点，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
发展苜蓿等优质牧草；在兰考、封丘
等沿黄滩区和洛宁、社旗等豫西豫南
浅山丘陵区的 23个县，积极稳妥发展
构树、蛋白桑种植，努力形成 80万亩
优质饲草料基地。实施粮改饲试点
项目，扩大项目实施范围。支持奶牛
养殖场流转土地，建设有机饲草料生
产基地。到 2020 年，全省培育具有
一定规模的优质牧草产业示范园区
30个以上，全省粮改饲面积达到 300
万亩，有机饲草料生产基地发展到 5
万亩以上。

在乳品龙头企业培育方面，积极
推进焦作蒙牛百亿产业园区项目建
设，引导河南花花牛等企业扩产能、提
效益，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上市
步伐，集聚发展动能。鼓励乳品企业
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不断做大

做强。建立完善冷链体系，扩大巴氏
奶等低温乳制品生产供应，引导企业
实施优质乳工程。鼓励乳品企业加快
产品研发，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
化需求。

在乳品质量安全保障方面，重点
强化乳品质量安全监管，完善“三级四
层”监控平台，健全生鲜乳质量信息化
追溯体系。督促养殖加工企业落实质
量安全管控制度，切实履行质量安全
主体责任。严厉打击非法收购生鲜乳
行为以及各类违法添加行为，建立公
平合理的生鲜乳收购秩序。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出要实施
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组建 10 万
头育种基础母牛群，选育 1万头种质
母牛群，加快推进良繁体系建设，加
快良种扩繁速度；持续开展奶牛单产
提升行动，到 2020年，全省奶牛平均
单产达 8 吨以上，2025 年达 9 吨以
上；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等媒体，广
泛宣传奶牛养殖、乳品加工等方面成
效，开展“健康中原——牛奶伴您行”
奶业公益行动，扩大奶业宣传，提振
消费信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河南奶业振兴号角已经“吹响”，
下一步我省将根据行动计划，强化组
织领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公平
市场秩序，全力推进河南奶业振兴，实
现奶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

族，小康社会需要牛奶。

12 月 18 日，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河南省奶业振兴

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河南奶业如

何振兴？奶业振兴达到

什么样目标？实现奶业

振兴要抓住哪些重点工

作？《行动计划》为今后一

个时期推进河南奶业振

兴，实现奶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