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观絮语

1

全域发展，
千余家庭旅馆
年营收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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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好风景，怎样带富山里人？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王永乐
本报通讯员 段永强

我省“三山一滩”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之一的太行山区，高山连

绵,沟壑纵横, 发展一、二产业有着

诸多制约因素，致使山区群众长期

受困于大山。近年来，一半以上面

积处于太行山区的辉县市，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并在工作中

注重把握全域发展、特色优先、依

法规范等三个原则，走出一条以旅

游促扶贫促发展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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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优先，
百名“旅游创客”带动万人就业

辉县全域旅游带火创业热潮。今
年48岁的冯守法是个职业运动爱好者，
2017年看到辉县的乡村旅游如火如荼，
决定创业。“旅游扶贫的好政策，让我觉
得乡村旅游大有干头。”

经考察，他相中了张村乡里沟村的
古村落群。为保护历史，造福
百姓，他决定对里沟村进
行综合开发，规划投资
1.9 亿元建设里沟极
限运动小镇。目
前已完成道路硬
化 25 公里，并新
建了玻璃栈道、
高空索道、高空
秋千、崖壁飞跃
等项目，于 2018
年 9月开园，去年
仅国庆黄金周期间
就接待游客近万人。

“项目将立足张村
乡、链接常村镇、协同拍石
头乡，共同打造一条集吃、住、行、
游、购、娱于一体的完整旅游产业链。”
冯守法说，

项目完全建成后，可吸纳周边50多
名村民就业。因为带动力强，该项目获
得了辉县市文化旅游专项扶持基金的
支持。

据了解，为积极推行“乡村旅游+旅
游扶贫”融合模式，辉县市制定出台《辉
县市旅游业发展扶持奖励补助办法（试

行）》《辉县市旅游扶贫优惠政策》，市政
府每年设立 5000万元的文化旅游专项
扶持基金，重点对乡村旅游项目以及在
旅游扶贫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
人给予奖励。

像冯守法一样，这几年辉县市在乡
村旅游领域创业者达 100 多

人。目前，淘气堡智慧科
技园、太行民俗风情文
化园、三湖小镇特色
民宿等乡村旅游
项目相继开园。
去年辉县市全域
乡 村 旅 游 接 待
游 客 近 300 万
人次，带动上万
名群众贫困户实
现就业稳定增收。

据介绍，为推
动乡村旅游和脱贫攻

坚紧密结合，让农民口
袋“鼓起来”，又让乡村“美

起来”，辉县将加大传统古村落民
居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保护开发力度,
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到 2020 年,全市
将建成15个乡村旅游特色村,推出 2个
乡村旅游精品民宿,打造一个乡村旅游
创客示范基地,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的
带贫能力和服务水平，力争乡村旅游年
接待游客达到4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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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规范，
让旅游扶贫更加可持续

要说河南的旅游发展，辉县算是起
步较早的。上世纪90年代，不断有人或
企业相中南太行的旅游资源，纷纷出
资，承租景区，获得开发和经营景区的
资格。然而，随着旅游业不断升温，景
区经营者与当地村民之间因为利益争
执，纠纷不断，摩擦频发。

由于交通不便，一家企业在投资近
千万元为秋沟景区修通了一条主干道
后，却因为后续资金链断裂，
配套设施跟不上，仅靠可
怜的门票收入让经营
者难以为继。

上世纪 90 年
代就扬名中外的
郭亮景区，因管
理缺失，出现了
私 家 车 非 法 运
营、农家宾馆无
序发展、景区内占
道经营、店外经营
严重等种种乱象。

这 些 乱 象 的 存
在，严重影响了辉县旅
游的整体形象。2017年，辉
县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并
成立了数个工作小组，明确了各责任单
位的具体工作责任，支持万仙山等景区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同时，该市进
一步规范国有、集体资产资源监督管
理，对私自开发的乡村旅游和各类涉旅
项目依法关闭取缔，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和破坏。

辉县市还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

赋予产业规划、综合监管、政策协调、旅
游经济运行监测等职能，全力抓好度假
区规划、开发、建设和日常管理工作，打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旅游环境治理上，全市重点打好
治乱、治脏、治差三场“歼灭战”，整治私
拉营运、私搭乱建、店外经营、道路交通
等乱象，规范市场、餐饮、建设等运营秩
序；建立景区内外长效保洁机制，对景

区周边环境集中清理；规范
提升服务质量，给游客留

下一个温馨和值得信
任的良好印象。

辉县市还率
先设立旅游警察
大 队 、工 商 分
局、速裁巡回法
庭、综合执法大
队 等 综 合 管 理
机构，将旅游乡
镇派出所纳入旅

发委的双重管理，
建立起符合全域旅游

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机
制。2018 年辉县市在游客

接待量暴增的情况下，旅游投诉不
增反降。

通过推动依法治旅，提升旅游服务
水平，辉县市为旅游业发展和游客体验
营造了良好氛围，旅游市场持续火爆，
使 70个位于南太行山区的贫困村依靠
旅游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保障。8

“吃山”必须有章法

□新观

扶 贫 扶 长 远 ，长 远 看 产 业 。

辉县市利用太行山资源禀赋、自

然环境，制定出一系列旅游+扶

贫的扶持政策，唤醒了群众自主

发展的主动性，打开了各地的想

象空间，效果明显，后劲充足。

但辉县在通过发展旅游带动

79 个贫困村脱贫的过程中，并没

有任其自由发展，而是始终坚持

“全域发展、特色优先、依法规范”

三个原则，通过精准施策，结束了

过去的无序开发，避免造成资源

浪费和破坏。

辉县市带给我们的启示是，

靠 山 吃 山 ，但“ 吃 山 ”必 须 有 章

法。辉县市利用自身资源条件，

变劣势为优势，通过发展旅游带

动贫困村脱贫，迅速把外在的推

动力转化为内生动力，提高了贫

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和自我造血

能力，保证了脱贫效果的可持续

性，从而保障了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真脱贫、不返贫。8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庄稼不缺水，今年收成一定比往年强！”3月 22日上午，在
卫辉市狮豹头乡龙卧村，正在浇地的村民孔凡保看着汩汩流到
地里的水，高兴地说。这条荒废了多年的灌溉渠，在驻村第一书
记丁伟斌的协调下，龙卧和周围几个村庄联合清淤疏通渠底后
重新通了水。

而村里有 20多户在外打工回不来的群众，驻村工作队和村
两委干部就义务为群众浇水，免去村民往返奔波之苦，既省了
钱，也省了时间。

龙卧村是个位于太行山下的贫困村。2017年 11月，新乡市
委组织部驻龙卧村第一书记丁伟斌和队员郝光华到位后，先从
改善村容村貌开始，提升群众积极向上的荣誉感。1年多来，在
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龙卧村发生了大变化。

长年在外跟着工程队修建黄河拦水坝的龙卧村村民孔保
山，逢人就夸村里的驻村干部。他激动地向记者介绍说：“丁书
记来这一年多，村子变美了，风气变正了，干群关系变好了！过
去村里街道窄，车辆进出难，如今路面加宽了，广场重修了；过去
有些村民门口脏乱差，如今全村统一规划，家家户户门口小花
园；过去不知道村里谁是党员，谁是群众，如今党员门口都挂牌，
服务群众更有劲儿了……”

“没想到群众提的意见，丁书记都记下了！俺文化程度不
高，但还是想给丁书记发条信息替全村群众感谢他！”让孔保山
心里觉得熨帖的还有一件事儿，前些日子，他发信息向丁伟斌建
议修缮村里那条通往地里的“农忙路”并加上护栏，因为这条路
就通往山上，路面不平且宽不足两米，群众往返收种农作物十分
危险。没想到，收到短信第二天，丁伟斌就带领村两委干部多次
实地查看，如今这条“农忙路”修建工程已经启动，几天前他忍不
住又给丁伟斌发了条感谢短信。

让村民们更开心的是，今年春节前，丁伟斌带领村两委干部
外出考察后，在全村沿路种植了100余亩的油菜花，如今油菜已
到盛开期，村前老远就能看到一条油菜花景观带，特别漂亮。为
促进龙卧村传统产业手工粉条、粉皮的销售，村里还举办了龙卧
村的油菜花节、粉条节呢！

产业是脱贫的基础。驻村工作队根据村民种植红薯的传
统，不仅丰富了红薯品种，还建立合作社，引来集红薯粉条加工、
包装、仓促一条龙的农产品副业加工扶贫项目，目前正在紧张施
工中，预计今年 7月份就能投产。仅此一项，就能带动龙卧村及
其周边群众增收数百万元。

“不仅是助力全村脱贫，在驻村工作队的指导下，现在村两委
干部的素质也显著提升，服务群众的能力增强。作为驻村第一书
记，丁伟斌同志用人品凝聚了人心，用诚心付出赢得了群众信任。”
龙卧村党支部书记杨成河表示，工作队把抓党建作为推进村内各
项工作的突破口，龙卧村变的不仅仅是村容村貌，还有干部作风，

“今年全村脱贫后，在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我们还要全面发力，争
创市级文明村，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8

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挂牌成立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赵同增 通讯员 魏国武 张坤）3月

18日上午，位于新乡县的原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股份制改
造成功，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
连心公司”）正式揭牌成立。

心连心公司成立于1969年，2003年从县属国有企业改制为民
营企业，2009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目前已发展为拥有河
南新乡、新疆玛纳斯、江西九江三大生产基地的集团公司，自有两座
煤矿和一条铁路专用线，是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

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做强做大主营业务，2018年 7月，心
连心公司引进海通创新、宁波元年、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
基金、新乡市邦凯商贸等投资机构成为心连心公司股东，全面启
动股份制改造。

心连心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兴旭表示，此次揭牌标志着
心连心股份制改制成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治理结构将
更加完善，经营决策将更加科学，整体运营将更加规范，为今后
的长期稳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8

企业重金悬赏捉“李鬼”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赵同增 通讯员宋晓丹）举报一台假

冒卫华牌电动葫芦奖励3000元，举报一台假冒卫华牌单梁起重
机奖励1万元以上，举报一台假冒卫华牌双梁起重机奖励2万元
以上……

3月 13日，记者从位于新乡市长垣县的卫华集团获悉，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该企业进一步加大对举报
假冒产品行为的奖励力度，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和
行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据了解，一台小吨位电动葫芦售价不过 2000元，3000元的
举报奖励超过了产品本身的售价。卫华集团董事长韩红安告诉
记者，假冒产品以次充好，直接危及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
全，同时，“李鬼”靠低成本打败“李逵”，甚至能让一个企业、一个
行业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企业重金悬赏捉“李鬼”。

据介绍，卫华集团是国内产销量最大、品牌影响力最强的通用起
重机械制造企业，2011年，经权威机构评估，卫华的品牌价值达71.9
亿元。近3年来，该集团在打假方面已投入资金3958万元。8

获嘉供电公司

深耕脚下这片“红色责任田”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通讯员 马莉 冯楠）3 月 22

日，春分刚过，豫北平原到处弥漫着新鲜萌动的勃勃生机——正
是农人春耕农事的好时节。获嘉县供电公司的“一所一志愿 特
色助振兴”志愿服务活动也兵分多路，吹响号角，正式拉开该公
司“党建+红色责任田”重点项目的序幕。

此次活动以基层供电所为单位，在充分调研各辖区特色产业
的基础上，将供电所的志愿活动与服务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将“上
门、主动、义务”的核心贯穿优质服务始终。或为蔬菜种植大棚检
修线路及设备，或详细调研产业扶贫车间的生产规模及用电需
求，或为产业园培训企业电工的专业技能，各色“有的放矢”的志愿
服务既温暖了客户心灵，也优化了营商环境，受到热烈欢迎。

“一所一志愿 特色助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打响了获嘉县供
电公司“党建+红色责任田”重点项目的“头炮”。接下来，该公司
将陆续推出涵盖安全生产、电网建设、营销服务等在内的多项

“党建+”项目，要求公司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理解自身岗位，深耕
独属党员的“红色责任田”，在基础工作中创出新的优秀业绩，真
正的创先争优，收获满满。8

“昔日荒山秃岭吃水难，今日青山绿
水客流连。”3月 16日，位于辉县市西北
太行深处的沙窑乡郭亮村内的“龙泉仙
居”农家乐，老板郎建军一大早就起来忙
着储备蔬菜、鲜肉等食材，喜迎一拨又一
拨的各地游客。“家里的100多张床位早
已预订一空，今年收入个几十万不成问
题。”郎建军笑着说。

有人说，八百里太行把最美的一段
给了河南,河南最美的一段在新乡辉
县。然而，祖祖辈辈的山里人却端着金
碗要饭吃。郎建军回忆起村里以前的苦
日子依然想掉泪：“过去交通闭塞，村民
只能靠天吃饭，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饱
饭，吃肉更是奢侈。”

上世纪90年代，郭亮村的秀美山岭、
独特石舍吸引来大批旅客。郎建军率先
办起了家庭旅馆，起初只能接待20多人，
后来随着游客增多，经过 3次提升改造，
农家乐规模不断扩大。“过去守着美景受
穷。现在我们和城里人一样，也能按月领
工资了，去年俺全家收入4万元。”在郎建
军的农家乐打工的贫困户李秀莲一脸喜
悦。

2012年，新乡市对南太行进行资源
整合，辉县市适时提出依托当地良好的
生态环境，把南坪、郭亮及周边村庄逐步
打造成集休闲观光、自助采摘、生态旅游
于一体的扶贫产业示范区。沙窑乡乡长
郭冬卫说，村里制定了帮扶计划，对剩余
的贫困村民因地制宜、分类扶贫。

重点景区是旅游业的龙头，为了提
升重点景区的带动力，辉县市全力支持
八里沟 5A创建、万仙山品质提升、宝泉
精品打造等工程，仅为八里沟景区配套
便累计投入10.6亿元，全面完成了S311
省道提升改造及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
旅游厕所、智慧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不断提升景区服务质量、基础设施等
软硬件建设水平，直接带动了景区周边松
树坪、郭亮、沈庄等20余个村庄群众依靠
旅游脱贫致富。

伴随着南太行景区品质提升，去年
辉县全域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社
会综合效益实现 60亿元，旅游直接从业
人员 3万多名，近 20万当地百姓从事与
旅游相关的工作。围绕南太行各景区服
务的家庭旅馆有千余家，每年营业额上
亿元。

同时，南太行各旅游景区主动担当，
拿出保洁、保安、导游等多类型岗位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边缘户提供帮助，因人因
技安排岗位，累计安排 400余名贫困户
实现就业，目前在职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均年收入近2万元。

图片说明：轿顶山年货节

五龙山停车场

张泗沟风光

图片说明：五龙山扶贫摊位

过去守着美景受穷。现在
我们和城里人一样，也能按
月领工资了，去年俺全家收
入4万元。

60亿元

去年辉县全域接待游客突破

1000万人次，社会综合效益实

现60亿元，旅游直接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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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卧村民争夸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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