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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 到 5 年的发展，叶
县产业集聚区可实现年产
50 万辆新能源特种车辆
的生产能力，新能源电池
年生产能力可达20万套。

在新一轮脱贫攻坚工作

中，产业扶贫成为扶贫工作

的重中之重。发展哪种产

业，如何真正实现产业兴百

姓富，成为当下各级党委十

分重视的课题。

隆冬时节，记者在杞县

采访时发现，当地在打赢脱

贫攻坚战中，结合自身人力

资源丰富实际，从关注贫困

家庭感情元素入手，开展了

一个叫作“守家、留妈、育娃、

富民”的工程。

这把感情“钥匙”，打开

了一片脱贫新天地。

本报讯（记者 孙静）1 月 27 日，郑州海关发布消息，
2018年，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 9507.3 万
票，进出口商品总值 120.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2%和
5.7%，监管量持续稳定增长。

2018 年全年，郑州海关共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清单
9507.3 万票，其中进口清单 7714.3 万票，进口商品总值
11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4.7%和 5.8%；出口清单 1793万
票，出口商品总值8.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和4.4%。

去年，郑州海关先后创新推出多模式综合监管、“严进
优出”等制度，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通关效率。以“严进优
出”为例，通过优化跨境包裹进出综合保税区的流程，使包
裹出区时间由 3个小时缩短到“秒通关”，大幅减轻企业的
时间成本。此外，郑州海关推动建设的跨境电子商务通关
信息化系统，目前已实现物流、账册、备案、查验等环节的全
部自动化处置，系统单日处理峰值达324万单，每分钟处理
数据能力由原先人工处理时的30条提升到1600条。

“我省跨境电商监管创新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截至目
前，郑州海关已率先提出15项创新监管点，其中10项创新
内容被海关总署及相关部委采纳并复制推广。”郑州海关负
责人说。③5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月 25日，记者从省防汛抗旱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该办通过兰商干渠从黄河紧急调水 550
万立方米，以确保商丘市城区供水安全。如此大规模调水，
在我省沿黄引水史上还是第一次。

黄河是商丘市唯一的外来饮用水源。平时，黄河在兰
考三义寨自流入兰商干渠。在兰商干渠上，分布着任庄、林
七、吴屯、郑阁 4座水库，它们是商丘市城市供水的重要水
源地。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申季维说，由于黄河主
流北移和河床下切，加上黄河枯水期到来，水位下降，去年
11月起，三义寨引黄闸处黄河水无法自流入兰商干渠，兰
商干渠上的4座水库水量日益减少，其中2座已无水可引，
商丘市城区供水安全受到威胁。1月2日，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召开商丘市应急调水工作协调会，决定向商丘市实施应
急调水。

“按照计划，我们从三义寨引黄闸处引黄河水500万立
方米至任庄水库。从 1月 7日至 25日，我们累计引水 550
万立方米，圆满完成了应急调水任务。”1月25日，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商丘应急调水现场负责人李俊峰说。

据介绍，通过近 20天的紧急调水，兰商干渠 4座水库
水位明显回升。预计到 2月底进入春灌以后，黄河水位将
恢复正常，三义寨引黄闸处也将恢复自流。由于我省应急
调水措施得力，确保了商丘市城区供水安全，春节前后群众
用水无忧。③4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1月 27日，一艘装着国隆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装配式房屋建筑材料的货船静静地
停靠在青岛港，随后这些建筑材料将漂洋
过海，最终运抵印尼美娜多。这是我省首
次将智能装配式房屋销往印尼市场。

“这次运输的产品主要是户外木塑板
材，总共6个集装箱，价值近1000万美元。”
位于焦作市马村区的国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李玉玲介绍。

去年 8月，国隆科技与耀星国际·印尼
集团签署总投资约 2亿美元的印尼美娜多
度假屋发展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国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2014 年成立起，在我
省率先建立了装配式建筑及配套材料工
程技术研发中心和装配式建筑绿色建材
河南省工程实验室，拥有 20 多项发明专
利，产品广泛用于市政工程、住宅别墅、文
旅项目等领域。

据介绍，此次美娜多度假屋项目需要

大量内装材料，因此还带动了一批内装材
料企业“走出去”，汉河电缆、天鹅型材门
窗、水状元管业等企业和国隆科技“抱团发
展”，共同扮靓美娜多。

美娜多度假屋项目的落地，只是国隆
科技拓展海外市场的第一步。“国隆科技将
不断发挥产品优势、科技优势和服务优势，
让更多的‘河南智造’服务全球。”国隆科技
董事长王卫灯说。③4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

1月 25日，位于叶县产业集聚区的河
南隆鑫机车有限公司出口生产车间内，几
十名工人正将三轮摩托车配件打包、装
车，这些货物将销往西非等地区。

“我们组建了国际研发团队，针对不
同国家和地区研发不同产品，今年已签订
了 1万多台的订单，主要销往塞内加尔、
秘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河南隆鑫机
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近年来，叶县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先
后在产业集聚区内建设了新隆鑫工业园、
力帆树民工业园等，并引进河南隆鑫机车
有限公司、河南力帆树民车业有限公司等
企业，初步形成了以摩托机车制造为主的
产业集群，整车及零部件年生产能力达
100万辆（套），产品远销菲律宾、埃及等
18个国家和地区。

以建设新能源整车基地和电池基地、
推动摩托机车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叶县

规划了新能源汽车生产、汽车智能化等项
目，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
新能源产业，打造国内知名的新能源车研
发生产出口基地。

据叶县产业集聚区招商发展局副局
长梁亚飞介绍，经过3到 5年的发展，叶县
产业集聚区可实现年产 50万辆新能源特
种车辆的生产能力，新能源电池年生产能
力可达20万套。③3

据省统计部门数据，近5年，我省承接产
业转移项目超过1.7万个，投资总额近1.4万
亿元，每年带动城镇新增就业90万人以上。

这些转移企业，成了吸纳我省各地群
众家门口就业的主力军。

作为人口大县、农业大县，杞县一直是
我省农民工输出大县。“各乡镇尽早出现

‘妈妈回家热’‘家门口就业热’是我们多年
的企盼。”杞县代县长柳波表示。

运行近5个月，海澜之家对杞县脱贫攻
坚的带动能力开始显现：据统计，全县目前
已有近300名留守妇女在企业就业。

“海澜之家扎根杞县更大的意义在于

它为人力资源大县劳务输出提供了一个
明确风向标。”河南大学经济学教授耿明
斋分析，“真正实现让留守妇女和社会闲
散人员以及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业，让大
批在外务工人员早日返乡务工。其结果
必然是一幅‘老人不空巢、孩子不留守、家
庭更幸福、百姓能增收、城镇一体化’的和
谐画卷。”

邢口镇袁寨村贫困户程玉霞坐在一台
缝纫机旁，对一件上衣做最后加工。她认
真工作的样子，让人想象不到半年前她还
是整天在家带孩子的妈妈、伺候公婆的儿
媳妇。“这种家门口既挣钱、家务活又不耽

误的好事以前我想都不敢想。关键是 7岁
的女儿天天能见到妈。”程玉霞说。在服装
厂，程玉霞第一个月工资 2000元，第二个
月拿到2800多元。

2018年 10月，海澜之家二期服装产业
园项目正式签约。这个项目预计年产 400
万件羽绒服和夹克衫，更关键的是按照设
计用工规模，可提供就业岗位3000个。

未来3年，海澜之家将在杞县建成服装
产业园、卫星工厂，实现各乡镇全覆盖。“这
是一条真正做到让龙头企业进行产业带
动，真正达到‘守家、留妈、育娃、富民’最终
目的的扶贫之路。”韩治群说。③4

——记者蹲点

人力资源大县招大商的启示
——杞县“守家、留妈、育娃、富民”工程微调研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臧振峰

劳力消化，产业扶贫也要“精准”1
拥有130万人口的杞县，是我省农业大

县，农民人均收入较低。截至目前，全县尚有
贫困村18个，其中深度贫困村6个，共有贫困
户8912户，贫困人口18824人，其中，适合就
业的30岁至45岁留守妇女5000人以上。

“扶贫工作要做好，社会稳定不能少。”杞
县县委书记韩治群表示，“和谐家庭也是脱

贫攻坚过程中亟须打造的重要内容。科技
密集型、无污染重工业企业要引进，保稳定
拴心留人的基础型大型企业我们更要招。”

如何让留守妇女真正实现家门口就
业？过去 3年，杞县想方设法：组织各乡镇
干部及妇女代表，到柘城、西平、叶县、兰考
等扶贫产业发展较好的县参观考察，学习

各地“巧媳妇”工程，成功打造了泰昌食品、
存平蘑菇、木秀苗业、品竣伞业等 10多个

“巧媳妇”工程示范点。项目有了，企业办
了，留守妇女有活儿干了。

“方向对了，但对于全县亟待就业的贫
困人口数量来说，企业辐射带动能力还远
远不够。”杞县妇联主席郭宏丽说。

产业做稳，企业帮扶能力强是关键2
按照杞县县委脱贫攻坚规划，2019年

全县计划解决至少 5000名留守妇女就业，
帮助约1万个家庭走出贫困。

按照开封市委“让扶贫工作能够守住
家、留住妈、看住娃、赚了钱、乐开花”的要
求，2018年，杞县调整招商引资思路，重点
引进辐射面宽、帮扶能力强的企业。

近几年，国内一些服装、鞋业等劳动密

集型企业按照产业转移计划，纷纷在中西
部省份筹建生产加工基地，海澜之家是其
中之一。以服装为主业的海澜之家集团，
2017年经营收入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
名列第31名。

“作为行业的一艘‘航母’，海澜之家是
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大型企业。作为江苏企
业，来杞县之前海澜之家还没有在省外建

立一个自己管理的服装加工基地。”郭宏丽
说，“海澜之家的布点空白，正是我们消化
劳力的突破口。”

从接洽到项目签约，仅用5周时间海澜
之家就入驻杞县。2018年 9月，海澜之家
杞县项目一期正式投产，拥有1.2万平方米
标准化厂房，可容纳 800名工人，设计年生
产规模为服装200万件。

富民家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需要素3

赢得开门

1月 27日，工作人员
在伊川县江左镇温寨村
“富硒富锗型智能温室”里
采摘香椿。这种“智能温
室”是河南省有色金属地
质矿产局在帮扶贫困村时
所建，其目的是充分发挥
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和
基础性作用，加快推动贫
困群众增收脱贫。目前，
“智能温室”里的特色农产
品长势良好，首批产品将
于春节上市。⑨6 葛高
远 董俊峰 摄

科技扶贫
见成效

视觉新闻

三轮摩托车“走红”西非市场 装配式房屋扮靓印尼美娜多

国隆科技将不断发挥产品
优势、科技优势和服务优
势，让更多的‘河南智造’
服务全球。

去年我省跨境电商进出口
总值超120亿元

550万立方米黄河水
紧急调往商丘

（上接第一版）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把
“四个意识”“两个维护”落实在工作中，体现在行动上。

严守执纪铁军要求，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积极践行“忠诚
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强化政治引领，推进
制度全覆盖，提升履职本领，严格自我监督，纪检监察干部
队伍形象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

政治建设方面，打造讲政治、懂规矩、守纪律、拒腐蚀的
政治机关，通过专题研讨、集中培训、宣讲解读等多种方式，
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干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能力建设方面，突出专业素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
大交流、大练兵、大比武、大提升”活动，组织 17期培训班、
26期“中原纪检监察论坛”，提升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

纪律建设方面，完善内控机制，强化日常监督，教育引
导纪检监察干部在行使权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
之又严，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真正把“打铁的人”淬
炼为“铁打的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新的一年，全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改革创新、奋发有为，扎实推
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
围、干的氛围，推动和巩固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提供坚强保障。③5

清风正气满中原

1月 27日，春节临近，南阳市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在中
心城区推出“年货一条街”活动，市民纷纷选购灯笼、春联等
年货，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⑨6 高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