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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业是实现脱

贫的根本之策。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我省坚持

把产业扶贫作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第一要务”

和“第一场硬仗”，按照投

资少、风险小、带动大、发

展快的原则，因地制宜、

稳 扎 稳 打 发 展 特 色 产

业。去年以来，全省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 1.73万个，

参与贫困群众 315 万人

次，基本实现“村村有项

目、户户有产业”，减贫成

效持续显现。

□丁新科

连日来，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多项指标实

现标志性突破引发社会热议。在激烈的城

市竞争中，近年来郑州潜心发展，负重前行，

取得这样的成绩可谓厚积薄发、实至名归。

标志性突破，得益于郑州将自身发展

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中，主动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推进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不断丰富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

物流中心功能，持续加大基础能力建设。

郑济、郑万等高铁加快建设，米字形高铁

网加速成形，郑州机场二期投入使用，客

货运规模持续领跑中部地区，中心城区

“两横两纵+环线”快速路网体系已经形

成。与此同时，郑州补齐供热、污水处理

等公共服务短板，城市承载能力不断增

强。省两会期间，《郑州铁路枢纽总图规

划 (2016—2030)》与《畅 通 郑 州 白 皮 书

(2019—2021)》两份深度影响郑州交通格

局、枢纽地位的文件正式发布。这意味

着，郑州将在交通领域持续扩容升级。

标志性突破，得益于持续优化产业结

构，朝着高质量发展不断迈进。郑州出台

实施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N”政策

体系，在做强先进制造业上不断发力。以

富士康的引进为契机，郑州吸引多家国内

知名手机厂商入驻，打造智能终端产业

园。去年，智能手机产值突破 3000 亿元，

实现了从“一颗苹果”到“一片果园”的华

丽转变，汽车等七大主导产业对工业增长

的贡献率达到 92%。现代服务业提质增

效，服务业增加值完成 5510 亿元、增长 8%

左右，金融业增加值达 1100 亿元，占 GDP

比重 11%，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标志性突破，得益于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

设稳步推进，科技创新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创新创业载体达 211 家，在孵企业（团

队）近万家；智慧岛累计引进大数据及相

关企业 200 余家，带动集聚相关科技企业

2893 家，产业规模突破 200 亿元；高新技

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分别达到 1331 家、

4283 家，分别增长 55.5%、32.7%，科技进步

贡献率达到 63%。随着科技管理体制与

人事薪酬制度改革实现突破，科技对经济

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更加显著。

标志性突破，得益于持续完善营商环

境。“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大力推进“一

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45

个部门 878个审批服务事项集中进驻新的

市级政务服务办事大厅，办事更加方便；河

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256项改革创新

试点任务已完成 86.7%，居第三批自贸试验

区前列，形成创新案例101个……在福布斯

发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榜单中，

郑州位居第 12位。

郑州是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其发展经

验可为兄弟城市提供更多借鉴。省两会期

间，多位代表委员提出建议，“希望郑开城铁

宋城路站到开封站的线路加速建设”“建议

郑州地铁2号线北越黄河设站平原示范区”，

这反映了周边城市搭上郑州发展“快车”、共

促郑州大都市区协调发展的强烈愿望。

改革奋进正当时，快马加鞭未下鞍。

站在新的起点上，郑州必将为中原更加出

彩作出更大贡献！3

传统产业升级稳增收

“要想富，回家种红薯。”曾经令河
南人又爱又恨的红薯，如今成了清丰县
的“扶贫薯”。去年，清丰县红薯产业年
供苗能力突破 10亿株，50多个品种落
地生根，3万多农户发展种植。双庙乡
沙格寨村村民孙仲朝告诉记者，去年他
种了 5亩鲜食型红薯，亩产 6000多斤，
最贵的品种能卖到3元一斤。

中原农村常见的另一种农作物花
生，近年来在正阳县“焕发青春”。去年

该县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 5万亩，带动
2050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 2000元以
上。

我省是农业大省，依托农业实施产
业扶贫，既是立足实际，也能发挥优
势。去年以来，我省以“四优四化”为抓
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传统的种植、养殖产业“换挡升级”，力
促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在南阳、洛阳，小艾草长成“扶贫
树”，种植规模突破30万亩；卢氏、泌阳
的食用菌种植发展迅猛，成为当地群众
增收的重要来源；兰考、内乡等县推广
牧原公司“3+N”模式，发展现代畜牧业
帮群众脱贫致富……2018 年，全省农
业产业扶贫累计覆盖带动贫困人口超
过130万人，涉牧带贫企业带动贫困户
38.5万户。

农产品加工业勃兴添活力

2016 年，在云南昆明打拼的嵩县
姑娘鲁红丽发现艾草在美容行业用途
广泛，回到家乡纸房镇马驹岭村创办了
宣辉艾制品加工厂，不仅企业收益颇
丰，还带动周边乡亲通过种植艾草走上
脱贫路。

近两年，随着艾草在全省各地成
“燎原之势”，艾制品企业也遍地开花。
像宣辉这样的加工厂，仅洛阳一地就有
50多家，在种植规模更大的南阳市，已
经突破300家。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省打造了
500多个农业产业化集群，从田野上长
出来的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第一支柱
产业。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依托丰富
的农产品资源，农产品加工业在全省农
村蓬勃发展，拉长了产业链，提高了附

加值，为产业扶贫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传统香菇大县西峡，人们已经不

再满足于香菇采摘的“一次性收获”，该
县伏牛山百菌园已研发出香菇酱、香菇
饼干等 100多种产品，收益增加 5倍以
上；在兰考县三义寨乡付楼村，村“两
委”带领群众建起全县第一家村办红薯
粉条加工厂，人均增收3000多元。

新兴产业崛起增动能

牛棚、羊圈变身咖啡屋、西餐厅，石
头房、小木屋改成了高端民宿，在大山
里艰难谋生的农民转化为“产业工
人”……淇县灵山街道办事处凉水泉村
村民李二高直言：“俺村这是‘一步登
天’了。”

虽然紧邻灵山景区，但曾经的凉水
泉路难走、车难进，卖头牲口都得七八
个人抬到大山外。2017 年，淇县引来
河南中旅集团，对该村进行整体开发。
一年多过去，一个90%的家庭都是贫困
户的深度贫困村，变成民宿休闲度假
区，试营业阶段就异常火爆。

近年来，我省农村一、二、三产业加
速融合，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
蓬勃兴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增添了澎
湃动能。2018 年，我省实施“十百千
万”旅游扶贫工程，首批认定 7个旅游
扶贫示范县、150个乡村旅游特色村，
安置就业2.03万人。与此同时，我省通
过电商促进农村产品销售 161.81 亿
元，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创业3.66万人。

省扶贫办主任史秉锐表示，今年我
省将持续发力，实施一批产业扶贫项
目、打造一批产业扶贫基地，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提高
脱贫质量。③3

□本报记者 石可欣

上世纪50年代，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五更寒》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开拓进取、奋斗不息。这部影
片中主人公的原型就是河南新县的刘名榜。

刘名榜，1902年出生于河南省新县郭家河乡莲花堰村，1928
年参加革命，1929年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白沙关“万人暴动”，同
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名榜曾任赤卫队大队长、新县弦南区
第五乡苏维埃主席、弦南区苏维埃主席、弦南区区委书记、红罗光
（红安、罗山、经扶、光山）中心县委书记、中共经扶（今新县）县委书
记。其间，他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反“围剿”斗争和三
年游击战争，保证了大别山革命火种不灭，红旗不倒。

抗日战争时期，刘名榜曾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返回后，他仍
任经扶县委书记，领导组建经扶游击大队，配合新四军五师开展敌
后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时期，刘名榜一直没有离开过鄂豫皖根
据地，使我党在这里始终保有一支武装力量。

1946年 7月，“中原突围”后，刘名榜任黄、礼、经、光、罗5县工
委第二书记。面对恶劣而复杂的形势，他带领大别山区人民浴血
奋战，同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

1947年 8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刘名榜任中共鄂
豫区第二地委委员、经扶县委书记。他参加创建和巩固大别山解
放区的斗争，组织群众拥军优属，保管刘邓大军留下的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刘名榜曾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刘名榜因持续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
大别山敌后斗争，被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誉为

“坚持大别山革命斗争的一面红旗”。
“昔日的硝烟在岁月流逝中逐渐淡去，但在新县，刘名榜的革

命精神却广为传颂。”新县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游振华说，
“如今刘名榜同志故居是大别山红廉文化园的一部分，故居内保留
着当年他在这里工作生活时的原貌，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
担当、亲民爱民、清正廉洁的高贵品质与作风影响了无数前来这里
参观学习的党员群众。”③8

本报讯（记者 陈
辉）1 月 21 日，全省工
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
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
获悉，去年 1 至 11 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9%，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0.6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4.2个百分点。2019年我省工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为：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完成
约束性指标。

省工信厅厅长李涛在会上说，河南正处在跨越工业化中期的关
键阶段，工业块头大、分量重、托力强，是支撑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压
舱石、定盘星，必须坚定不移充分发挥工业主导作用，保持工业发展
长期向好的态势。实现2019年预期目标，全系统要把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定当前工业增长、厚植长远竞争优势的根本要
求，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做到“危中求机、变中取胜”，要
聚焦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个关键”；抓住提升产业链水平、提
升服务能力“两个重点”；把握稳增长促发展与调结构提质量、产业
和企业、环境保护与工业运行“三个关系”；突出扩大开放合作、构
建制造业“双创”生态、深化产融合作、弘扬企业家精神“四个着力”。

会议提出，今年将重点抓好8项举措，推动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以智能制造为引领，持续推进“三大改造”；聚焦重点产业，加快转
型升级步伐；实施制造业“三品”专项行动，提升工业质量；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推动网络经济强省建设；强化制造业开放合作，厚植产业发展
优势；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压实监管责任，推动煤
炭行业安全高效发展；强化企业服务保障，稳定工业经济运行。

会上还透露，今年全省将实施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千家贯标万家
对标工程，重点建设300条智能化生产线、100个智能车间和50个智
能工厂，认定7家左右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出10个以上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行业标志性高端装备产品、100个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产品；建设100个左右“机器换人”示范项目，示范应用1万台以
上工业机器人；加快培育智能传感器、信息安全、新型显示、电子材料
等4个千亿元级产业；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打造10个左右工业互联
网平台，力争推动 1万家工业企业、带动 3万至 4万家中小企业上

“云”，培育认定10个左右省级制造业“双创”平台和基地，培育50家
左右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深化区域合作，筹备举办2019豫沪
产业合作对接活动和2019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统筹区域产
业发展，支持郑洛新等地开展先行先试，打造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引领区，争创全国示范区；全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成立高规格
的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领导小组，筛选培育细分领域
专业化“小巨人”企业和“隐形冠军”；开展全省工业经济大调研活动，
高水平谋划一系列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大思路、实举措。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刘梦珂）1 月 21 日，商丘市在柘
城 县 宝 晶 新 材 料 科 技 项 目 现 场 举 办
2019 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动
员大会，131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
73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86亿元。

“这些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文明建设、新能源、
新型城镇化、民生及社会事业等多个领
域，其中重大项目主要有柘城县宝晶新材
料科技项目、三爱司电子科技项目、河南
中象饮品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果汁加工
项目等。”当日参加项目集中开工的负责
人说。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将为商丘市
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成为保障民生的

“生力军”和经济支撑点。
2019年元旦刚过，商丘市立即召开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进会，积极谋划和储
备了一批对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有引领和
示范作用的重大项目。为进一步优化政策
环境、推动项目建设，商丘市完善市领导分
包重大项目机制，形成了系统的“马上办抓
落实”“9+1”推进工作机制，并建立健全岗
位责任清单、承诺内容清单、完成时限清单

“三个清单”，同时，推出优质服务“套餐”，
梳理规范投资可能涉及的 121个审批事
项，其中取消19项，下放12项。③5

标志性突破源自厚积薄发
——“郑州GDP突破万亿”的思考之二

商丘131个项目
集中开工
总投资735亿元

扭住产业发展的“牛鼻子”

八项举措推动
河南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刘名榜：

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红旗

图① 王留记把自己家改装成
农家宾馆

图② 给红腹锦鸡投放食物
图③ 红腹锦鸡在树上觅食

“鸟爸”脱贫记

今年 59岁的王留记居住在汝
阳县王坪乡孟村松朵沟，这里是深
山区，没有什么资源优势。2013
年，王留记被聘为孟村的护林员。
每年冬季，尤其是大雪封山的时节，
红腹锦鸡等野生鸟类食物匮乏，他
就用自家的粮食和柿子喂养它们。
久而久之王留记就和这些“小精灵”
成了好朋友。红腹锦鸡一听到他的
喊声就会从林子里出来吃东西。

随着一些摄影爱好者来这里拍
摄红腹锦鸡，王留记就搭起遮阳棚为
拍摄者提供方便。当地媒体报道了
这个事情后，全国各地的拍鸟爱好者
纷纷前来拍摄，有时候一天有30多
人。王留记于是把自己家的房子改
造成农家宾馆，接待各地的客人，每
天的午饭也由他送到拍摄现场。

王留记说：“自从当上护林员
后，俺家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为了
给孩子建房娶媳妇，欠下数十万元
的外债，如今通过服务拍鸟爱好者，
收入逐步增加。俺建的农家宾馆还
安装了空调、暖气，俺也能够给客人
们做几个地地道道的农家菜。家里
的外债快还完了，俺家也要脱贫了；
此外，家里还买了一辆二手车，出行
也方便了，日子越来越好了。”⑨6

□高山岳 李景堂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张崇

1月21日，永城市第三初级中学学生展示生肖猪剪纸作品。当
日，该校举行迎新春生肖剪纸主题活动，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
习制作各种生肖猪剪纸作品，表达对新春的美好祝愿。⑨6 张恒 摄

★信仰的力量——河南英模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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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集中开工的项目涵盖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态文明

建设、新能源、新型城镇化、民生

及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