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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指导河南时指出，组织引导和帮助

扶持一些有实力、有能力、有抱负的返乡农民工运用自己掌握的

资金、技术、人脉，来兴办实业、发展产业、带动就业是一条切实

可行的路子，应当积极探索和实践。近年来，全省各地按照省

委、省政府部署，大力鼓励支持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一大批

积累了经营经验的外出务工人员，踏上了回乡创业之路。即日

起，本报将采撷各地返乡创业典型，深入挖掘创业者背后的故

事，展示其创业历程、创业体会和创业启示。③4

——返乡创业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冯芸 石可欣）今年
4月15日是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我省各地以“坚持总体国家安全
观，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喜迎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围
绕国家安全工作的工作成就、重大部
署、重大意义和相关法律政策等内容，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

18个省辖市及各县市区分别设
立了 1—2个宣传会场，通过制作展
板、组织主题演讲、播放专题宣传片
等方式，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历史背景、意义内涵和 12
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任务，对
《国家安全法》等 6部法律进行了解
读，展示了各级各有关机关坚决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战略思想，维护国家
安全的工作举措和典型案例，多方
面、全方位宣传国家安全的相关政策
措施，有力推动了国家安全教育进机
关、进乡村、进企业、进单位、进社区、
进学校，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宣传
舆论氛围。

我省在郑州市紫荆山公园、河南
农业大学（新校区）分别设置主题活动
场所，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国
安办主任穆为民，省军区、武警河南总
队领导同志等参加现场主题活动。

现场有关负责人表示，维护国家
安全，人人有责。公民如发现有危害
各领域国家安全的活动线索，请及时
拨打举报电话：12339。③9

□本报记者 代娟
本报通讯员 李亚伟

已经打包好的包裹准备快递，已经
下单的订单要及时整理好准备配货……
4月15日上午8点，在位于封丘县鲁岗
乡前岗村的豫封多肉植物种植基地，25
岁的刘同金已经忙活了好一阵儿。

刘同金是河南省豫封多肉植物种植
有限公司总经理，还是公司网络电商部
部长，从回复咨询到订单跟踪、售后服
务再到网络宣传，哪个流程都少不了
他。“懂电脑的年轻人不好招。村里留
守的多是老弱病残妇，在大棚里干活还
行。”刘同金说。

刘同金算是在父母创业的基础上
再创业。

刘同金的父亲刘德军，自小喜欢
花花草草。2012年，经常逛花草市场
的刘德军看到造型呆萌的多肉植物备
受年轻人推崇，回家跟妻子田丽萍一
商量，决定建俩“多肉”大棚试试。没想
到，这一试便刹不住了，2014年，全家
凑出100多万元，又建了7个大棚。

看到父母仍然延续传统的线下推
销销售模式，刘同金认真思考后，决定
正式约妻子、父母“谈谈”。

“咱家全部家当都在这些大棚里
了，可要想做大，得办证，得注册公司。”

“咱就种点花花草草，办啥证？”
“现在电商多火爆！咱办了证就

可以开网店、做微商！到时候，咱的市
场除了封丘周边，还能卖到全国！”

刘同金的思路，父母搞不懂，不过他
们很快明确分了工：“网络我们不懂，我们
只负责生产，销售交给你们年轻人了！”

电商销售效果超出刘同金的预
期。2017年春天，因为订单火爆，9个
大棚的多肉植物竟然被抢购一空，豫

封多肉的淘宝店铺被迫停止接单并下
架所有产品，直到秋天，后续幼苗陆续
长成才恢复上架。

销量大了，大棚里用工也越来越
多。为了支持脱贫攻坚，他们决定尽
量多招收贫困人员。如今，基地 30名
常用工人中，贫困户占 19人。不仅如
此，刘同金还对愿意种养“多肉”的贫
困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以“公司+农
户”或者代销回购方式帮他们销售。几

年来，豫封公司已累计帮贫近400户。
“谁帮贫困户，政府就帮谁。”刘同

金说，帮贫以后，他通过政府提供的
“助贫贷款”获得 100 万元贴息贷款，
将大棚增加到了 35个，种植了 600余
个“多肉”品种。除了电商零售，批发
代理商也遍布全国各地，产销规模居
国内前列、全省首位。③9

守着家创业的幸福感
前段时间，听说我家的“多肉”种

植风生水起，有个在南方创业的老乡

找我咨询在家创业的情况，我只说了

一句话：“守着家创业，守着父母和媳

妇儿，有着浓浓的幸福感！”

我说的是心里话。这几年，中央

鼓励返乡创业，省里又出台了那么多

支持返乡创业的政策，咱不出远门守

着家人照样能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关键期，作为

国家级贫困县的封丘脱贫任务更重。

我自豪的是，作为一名公司负责人，作

为一名年轻党员，我担起自己应尽的社

会责任，带动几百个家庭脱了贫，为乡

村振兴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③9

（本报记者 代娟 整理）

我省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集中宣传活动
穆为民等参加

种“多肉”做微商 带乡亲共致富

创客心语

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班家耕读小镇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格外美丽（4月15日摄）。该耕读小镇的建设风格，
融入北方农耕文化，按照传统民居“街—坊—院”形态，以濮清南水系、桑蚕文化园、四季花海、龙都美食街为依托，促进
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创收致富。⑨3 僧少琴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15日，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主任会议在
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素
萍主持会议，副主任王保存、徐济超、张
维宁、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 2018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
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决定将有关意见转省政府研究处理。

会议听取了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职业教育工

作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实施方案，河
南省人大常委会检查《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贯彻执行情况的实
施方案（草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听
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深化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情况专项工作报告的
实施方案（草案）。会议决定将审议
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工作的
决定列入省人大常委会议题。

会议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建议议程。③9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34次主任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刘勰）4 月 15日，
全省省管高校推进巡视整改深化以
案促改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运
用巡视成果和典型案例，推动省管高
校巡视整改、以案促改有效开展。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
正晓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省委高校工委书记江凌主持
会议，副省长霍金花出席会议。

任正晓强调，要对照反思在落实
“两个维护”上偏在哪，经常对标对表，
切实把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决策部

署落地落细。对照反思在加强党的建
设上弱在哪，全面夯实高校党建工作基
础，确保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
面领导。对照反思在营造严的氛围上
松在哪，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正风
反腐，形成高校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
生态。对照反思在巡视反馈问题整改
上差在哪，切实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推
动巡视整改、深化以案促改有机结合，
以整改工作实际成效诠释对党忠诚。

江凌在主持会议时要求，要强化
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意识，把整改工作
抓实抓好，通过巡视整改提升全省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③9

全省省管高校推进巡视整改
深化以案促改工作会议召开
任正晓讲话 江凌主持

□本报记者 谭勇

河南与江西，因我省地质工作者架
起的桥梁而“结缘”。4月中旬，记者赴
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探访豫赣两省联
手打造的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信丰香山地质公园。

4月14日一大早，记者在信丰县最
南部三个乡镇交界处看到，香山地质公
园“芳容”初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让这里的空气变得更加清新，红色的、
粉色的杜鹃花点缀在绿意盎然的山间，
布谷鸟的叫声不时在山谷里回荡。

姜海峰又是一宿没睡好，早早地就
起了床，望着远山皱紧了眉头。作为香山
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工程的项目负责
人，来自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勘查院岩土
分院的他有些焦虑。连续几天，“任性”

的雨说下就下，已经耽误了项目施工。
“赣州是国家第一批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地区。”姜海
峰告诉记者，香山地质公园有江西省
罕见的以石英砂岩为主的砂岩峰林地
貌景观，兼具丹霞地貌景观，对发展旅
游业十分宝贵。

不过，对于竞标这个项目，当初岩
土分院意见并不统一：“山水林田湖草
项目，没有现成的经验，况且去省外
干，不确定因素很多，干不好，会砸了

‘河南地矿’的牌子！”
“思路决定出路。”省地矿局第五

地质勘查院浩源公司总经理靳红兵
说，像香山地质公园这样跨多个专业、
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的项目转型，
是地勘单位发展大势所趋。

就这样，凭着近乎完美的施工技

术方案，岩土分院中了标。但工程复
杂，他们只能边设计、边建设、边优化、
边施工。“饿了，拿出随身背的‘三明
治’；渴了，就地饮用‘纯净水’；困了，
现场眯一会。”项目总工程师秦占立
说，两年多时间，累计有来自河南的近
千名建设者奋战在项目一线。

沿着项目一期修好的木栈道和石
板路拾级而上，看到观景长廊采用木
结构框架，上面的屋脊和青砖瓦片，做
成六角飞檐形状，惟妙惟肖，既实用又
美观。下雨天，雨水珠帘似的由檐角
流下，颇有林间山水自成画的美感。

“当初水泥、砂石、钢筋等材料都
是用索道、骡子运上来的，骡子走不到
的地方人再抬。就这样，在植被茂密
的原始大山里，我们开出了一条条旅
游通道，搭建了一个个观景平台，建成

了一个个旅游广场。”项目常务副经理
崔春桂说，尽管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
慕名而来的游客却络绎不绝。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不能缺少地质元素。地质遗迹的加
入，使项目更具有观赏性和科普价值，
在地质遗迹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相应
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保护。”靳红兵说。

这个豫赣两省联袂打造的样板工
程，为我省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目
前，省地矿局已经启动南太行大沙河
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调查核查，岩
土分院又承担了大沙河流域（焦作市
解放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
治理工程摸底调查。一幅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大幕已经在中
原大地渐次拉开。③3

豫赣联手打造生态样板

耕读小镇 文化味浓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 任国战）
4月 15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省部级干部高级研修班、厅局级
干部进修班体验式教学在红旗渠干
部学院开班。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
昌生出席开班式。

孔昌生代表省委向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来豫参加体验式教
学的老师和学员表示欢迎。孔昌生
说，在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党校大力
支持下，河南省委利用红色资源优
势，统筹创建了“三学院三基地”，形
成了“立足中原、面向全国”的党性
教育特色阵地，在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引导党员干部补钙壮骨方面贡
献了河南力量。河南将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积极推进“三学院三基地”内
涵式、开放式、集团式、跨越式发展，
为新时代全国党员干部党性教育作
出新贡献。希望大家通过实地实
景、真事真情的现场体验，对红旗渠
精神、焦裕禄精神有更加深切的体
会。

在豫体验式教学期间，学员们将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焦裕禄干部学院
聆听专题讲座，到红旗渠纪念馆、青
年洞、谷文昌纪念馆，焦裕禄同志纪
念馆、焦陵、黄河故道东坝头等开展
现场教学，观看话剧《红旗渠》、专题
访谈片《我眼中的焦裕禄》，并与当年
参与防风治沙的群众代表互动交流，
接受精神洗礼和党性锻炼。③9

孔昌生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修班厅局
级进修班来豫体验式教学开班式上表示

推进红色教育基地内涵式
开放式集团式跨越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近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带领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深入隋唐大运河沿
线的郑州、开封、洛阳、滑县、浚县，调
研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

黄强一行先后来到通济渠索须
河段、惠济桥遗址、浚县古城、黎阳
仓、滑县道口古镇、朱仙镇、顺天门城
摞城考古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洛
邑古城、回洛仓等大运河遗址，详细
了解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情况，并在洛
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市县意
见建议。

黄强指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
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坚定和发展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
河宝贵遗产，高质量打造大运河河南
段。要高站位高标准编制规划，统筹
推进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
旅游带建设，抓住机遇把文化旅游产
业打造成支柱产业。要加强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与相关战略规划
的衔接，加强文化遗产挖掘研究，谋划
并加快实施重大项目，加强对大运河
文化遗产遗迹、运河河道水体、沿线生
态环境等的整体保护。③9

黄强在调研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工作时强调

高标准规划高质量推进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娟）从4月 6日起，南阳
市的部分景点陆续出现了一些扛着长
长短短的“武器”拍摄视频的人，他们
是 2019 年南阳城“就”暨短视频限时
邀请赛的参赛团队。截至 4月 15日，
各团队已完成作品拍摄，并进入后期
制作阶段，16日全部作品将送交评审
团。

参加此次邀请赛的有央视新闻、
人民视频、北京电影学院、豫直播、二
更更河南、浙视频、梨视频、澎湃视频
和秒拍等共 9个来自全国短视频领域
的顶尖团队。各参赛团队从东道主提
供的 12个题材中选取拍摄对象，分别

前往南阳卧龙岗武侯祠、镇平县石佛
寺镇、内乡县衙、内乡宝天曼、西峡老
界岭、南阳卧龙高铁站、桐柏淮源、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和方城等地，力
争用最火的形式来展现南阳的厚重与
秀美。

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是诸葛亮躬耕
隐居地，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天
下”和“草庐对策”发源地。为了体现
出这里厚重的历史文化，秒拍团队对
每个镜头都精益求精。该团队领队蒲
显晨说：“我们团队专程从内蒙古自治
区赶来参赛，计划拍摄 3天，选择了文
化底蕴深厚的武侯祠为拍摄对象，参
赛作品将以游走记录的方式来展现南

阳的历史文化。”
央视新闻团队则把镜头对准了南

阳的特色美食。宽如指、薄如纸的面
条，原汁原味的羊肉清汤，成就了一碗
令人垂涎欲滴的方城烩面。为拍好这
个南阳的品牌美食，央视新闻团队不
光走进库房、操作间，还来到田间地
头，寻找成就方城烩面的水、肉、面和
辣椒的出处。他们早上 5点钟起床拍
摄，晚上剪辑到深夜，敬业精神令人敬
佩。

人民视频拍摄团队则赶往桐柏，
登上海拔 1140 米的大别山最高峰太
白顶，拍下了太白日落的壮美画面。
太白顶海拔高、山势险，下车后距拍摄

地还有大约一公里路程需要步行。拍
摄团队带着沉重的拍摄装备，手拿肩
扛前往拍摄地。为了能捕捉到日出的
短暂瞬间，拍摄团队夜宿山上寺庙，凌
晨 4点钟便开始进入工作状态。该团
队还将镜头聚焦桐柏的佛教文化、茶
文化，力争每一个镜头、每一帧画面都
精雕细琢，达到完美。

这些团队个个功力深厚，身怀绝
技。但既然是比赛，就必须分个高
下。4月 18日，南阳城“就”暨短视频
限时邀请赛颁奖盛典将在郑州举行，
届时将对此次比赛的优秀视频进行展
演，并评出一二三等奖。谁将捧得最
后的大奖？让我们拭目以待。③8

南阳短视频邀请赛“杀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