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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五一”假期，辉县市宝泉景区游客
如织。“景区迎来旅游高峰，四天假期游
客预计会超过 10万人次。”5月 3日一大
早，河南宝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裴将便出现在景区，综合调度各部门，保
障景区安全运行。

“90后”的裴将从小在辉县市张村乡
裴寨村长大，2015年从美国丹佛大学毕
业后，毅然回国投身到火热的乡村建设
中，“故乡是我的根，根在哪儿，心就在哪
儿。”

作为一名新生代青年，裴将发挥自
己所学，带领村里一帮返乡创业大学生，
发展起了跨境电商平台。“我们不仅把村
民的石碾小米、草鸡蛋等特色农副产品
远销海内外，还帮助他们种植花卉、林果
等电商热销的农产品。”裴将介绍，村里
已累计开发农副深加工、旅游文创、手工

编织等产品 90 多种，村民们都尝到了
“触网”致富的甜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乡村振
兴的新时代，乡村旅游必有新作为、大作
为。”2016 年，担任宝泉景区总经理后，
裴将请来国内顶尖专家为景区设计规
划，重金聘请高层次人才科学运作，使原
本名不见经传的宝泉景区，一跃成为河
南新锐旅游景区。

一业兴，百业旺。宝泉景区的快速
发展，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他们或被安排在景区上班，或在家门口
发展餐饮、民宿和土特产品经营等。裴
将告诉记者，景区带动直接就业农民
1000余人，间接就业农民 2000多人，每
户家庭增加收入5万元以上。

裴将表示，宝泉景区二期工程开发完
成后，将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旅游生态度
假目的地，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带动周
边更多群众致富奔小康。③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守
团的章程……”4月 26 日，在郑州国际
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举行的河南新
兴领域青年特别主题团日活动现场，
100 余名新兴领域青年代表在团旗下
重温入团誓词。

自清明节以来，河南共青团围绕纪
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在全省集中开展
了“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
团日活动，形成了全省共青团集中行动、
青年踊跃参与的生动局面。

“新思想”宣讲
让理想信念更坚定

“今天的活动让我对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认
识。”省“青马工程”培养班学员景原通在
河南省“青马工程”培养班特别主体团日
活动结束后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听党话、跟党
走，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
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不懈奋斗。”

把学习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主题
团日活动的重要议程，全省各级团组织
结合“青年大学习”行动，通过开展面对
面、互动性的宣讲交流，让团员青年听得
懂、记得住、用得上，自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沉浸式”教育
让红色文化更鲜活

“这次活动和以前坐在教室里‘听
讲’不同，站在焦裕禄铜像前聆听他的
奋斗故事，走在焦裕禄工作过的厂区
感受工人师傅身上传承至今的焦裕禄
精神，让我更加坚定要继承和弘扬焦
裕禄的那股亲劲、韧劲和拼劲。”洛阳
市东方二中初三年级团员李毅鑫的这
番话道出了广大团员青年在活动中的

“获得感”。
全省各地、各级团组织依托我省丰

富的红色教育资源，组织团员走出教
室、会议室，到红色教育阵地接受庄严
肃穆的“沉浸式”精神洗礼，追忆红色记
忆，传承五四精神，提高了活动的针对
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全媒体传播
让活动实现全覆盖

“这次特别主题团日活动，我们尝
试在斗鱼上进行直播，全公司青年职工
都能在线上收看，让团的活动顿时‘火’
了起来。”团的十八大代表、中铁装备集
团团委书记孙颖悟说起这次新尝试激
动不已。

全省各级团组织围绕当代青年群
体的思维特点，顺应全媒体传播时代新
变革，通过微博、斗鱼、bilibili 等新媒
体平台把线下主题团日活动的开展情
况及时进行线上传播、展示。其中，河
南省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特别主题
团日活动、2018—2019年度河南省“青
马工程”培养班特别主题团日活动被团
中央全程网络直播，吸引社会各界广泛
参与其中。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省共有 44.8
万名团员青年到各地标志性的革命遗
址、红色纪念场所、烈士陵园等地参加
特别主题团日活动，216万名团员青年
就近就便或以网络新媒体形式参与了
此项特别主题团日活动。③9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我现在帮别人开挖掘机，每年可以
挣到5万多元，俺家顺利脱贫多亏了她。”
5月 2日，光山县晏河乡帅洼村村民曾波
感慨道。他要感谢的“她”叫周雨虹，是光
山县发投公司工会主席、党群办主任。
2017年5月，周雨虹被组织选派到帅洼村
任第一团支部书记。

曾波辍学后，周雨虹看在眼里急在
心里，赶紧联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送他
去学技能，帮他找工作，使曾波一家走出
了困境。在帅洼村，要感谢周雨虹的人
还有很多。

周雨虹到帅洼村后，首先加强团组织
建设。挑选高素质、有担当的大学生任团
干部，高标准建设了“团员活动室”“青年
之家”等团的活动阵地，完善团组织的各
项规章制度，组织全村团员、青年高质量
开展团的工作。

“扶贫先扶志，团组织要帮助孩子们
从小树立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周雨虹
介绍，团组织开展大手拉小手“咱们有志
气”脱贫励志教育活动，组织全村 140多
名青少年参观家乡的青山绿水和建设成
果，孩子们颇受鼓舞。

为帮助帅洼村建立持续发展的内生
动力，周雨虹经过多方查找资料和实地考
察，向村“两委”建议，利用村里优厚的自
然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邀请规
划团队来调研，帮助帅洼村成为该县全域
旅游规划的重点村。

重度风湿患者阳云忘不了，是周书
记开车带她到县里去治疗，为她购买热
敷袋等理疗物品；贫困学子曾志忘不了，
考上大学后，是周书记买了行李箱到家
里祝贺……

驻村两年来，周雨虹赢得了村“两委”
和全村父老乡亲的信赖和称赞，青春在脱
贫攻坚路上绽放出最美的花朵。③9

激扬青春 成就梦想
——全省各地持续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特别主题团日活动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每个身影，同阳光奔跑。我们挥洒
汗水，回眸微笑，一起努力，争做春天的骄
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
呼，我为你祝福……”这个春天，一场名为

“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正在
我省各大高校持续进行。

今年是五四百年和新中国 70华诞，4
月 11日，信阳师范学院应甘肃兄弟院校的
邀请，在学校新媒体上率先开启我省高校
拉歌活动。随后，河南师范大学、河南科技
大学、郑州大学等 20多所高校纷纷响应，
自发加入网络拉歌活动中，为祖国送上最
真最美的祝福。这堂“行走的思政课”，也
让青春的心灵备受鼓舞。

各高校采用“正能量”歌曲接力的主要
形式，结合庆祝五四百年和新中国70华诞
的主题，着重凸显所在区域、学校特色、学
生风貌等内容，选择正能量、传唱度高、能
代表高校精神的歌曲，通过虚拟合唱团等
表现形式，采用延时、航拍等技术，最终形
成时长为3-5分钟的短视频作品。

信阳师范学院学子们唱起了改编版的
《我们都是追梦人》，突出青年学生拼搏进
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学院的地域
特色和人文精神；河南师范大学学子们深
情演唱《我爱中国》，展现百年师大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师生们朝气蓬勃、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也是师大人对祖国最深沉
的热爱、最长情的告白。

5 月 3 日，信阳师范学院大四学生、
歌曲的主要演唱者李东璞对记者说：“毕
业在即，非常荣幸能够参与高校为祖国
歌唱活动。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涵养爱
国情、砥砺报国志、坚定爱国行，让我们
非常受益。”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聂立清
认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
断探索新的方法、寻找新的载体，应该在开
放的环境中育人，而这次网络拉歌活动就
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河南科技大学宣传部新媒体科科长孙
旭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唱响了礼赞
祖国的青春之声，唱出了师生们的爱国情、
奋进心。高校之间热烈互动，交流和友谊
也进一步增强。”

此次活动引发网友热议，大家纷纷点
赞。网友“田浩”说：“要努力做新时代爱国
大学生。”网友“是丽雨阿”说：“我和我的祖
国，一刻也不能分割。”③9

青春为祖国歌唱

周雨虹：脱贫路上展风采

裴将：回归故乡报桑梓

——青春创出彩青春创出彩

抒发爱国情 放飞青春梦

5月4日，温县一中1500多名高三学生举行成人礼。同学们通过宣誓、礼拜父母恩师等活动，回顾成长，向青春致敬。⑨3 徐宏星 摄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五一假期期间，正举办牡丹文化节的洛
阳迎来新一波游客潮。洛阳把牡丹作为“城
市名片”，将牡丹与文化、经贸、产业相融合，

“花名片”激活了“花经济”，一朵花促进一座
城的发展。

37年前，当洛阳决定举办牡丹花会（后
改为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时，洛阳人还很
难想象出千余年前白居易笔下“花开花落二
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盛景。

时至今日，当千万游客于牡丹文化节期
间涌入洛阳，有养花、赏花、赛花传统的洛阳
人将“始于隋，盛于唐，甲天下于宋”的“城市
名片”重新擦亮。

第37届牡丹文化节的前3周，已有282
个客商团赴洛阳参加经贸活动，洛阳已签订
亿元以上招商项目102个，投资总额800余

亿元。牡丹文化节已经成为洛阳对外交流
合作的重要窗口。

“最初从港澳台的一个小服务店开始招
引，一次只签订几万美元的协议。”洛阳市商
务局副调研员白宏涛说。

1983年 8月，第 1届洛阳牡丹花会结束
后不久，洛阳第1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洛艺彩
色摄影扩印服务中心成立，投资总额为 12
万美元，揭开了洛阳利用外资的序幕。

“从市级节会到省级节会，再到国家级
节会，经贸始终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洛阳市
商务局副调研员康云说，从第 3届到第 36
届，洛阳相继举办了8届中外经济技术洽谈

会，26届投资贸易洽谈会。
从第 1届签订 5800余万元招商引资合

同，到第 10 届超过 10 亿元，第 21 届跨上
100亿元台阶，第29届突破1000亿元大关，
牡丹文化节成为洛阳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境
内外资本投资融资的重要平台。

如今，洛阳的贸易伙伴扩大到170余个
国家和地区，460余种“洛阳制造”产品走向
世界。每年的牡丹文化节期间，旅游总收入
稳定在200亿元左右。

当洛阳“赏花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时，
从事牡丹花茶产业的杨晓红却将目光投向
食用牡丹。“牡丹文化节期间，‘门票经济’很

红火，但‘产业经济’没有做起来。”杨晓红
说，“游客来了啥也带不走，本地人也很难从
中获取经济收益。”流转 3000亩土地，研发
牡丹花茶，8年时间，杨晓红从一朵牡丹里
挖出了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大生意。

与杨晓红不同，牡丹瓷的创始人李学武
专注于研发牡丹瓷。“花开花落二十日”，错过
牡丹花期是众多游人心中的遗憾，李学武希
望家乡的牡丹能够“千年不落”。以唐白瓷技
艺为基础，将牡丹文化与白瓷文化结合，创造
出独具特色的牡丹瓷，李学武开发了一种爆
款文创产品。“每年销售5万余件，销售额稳定
在6000万元左右。”李学武说，“做强做精，不
求做大，为洛阳牡丹打造一张‘瓷名片’。”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如
今，已有1500余年牡丹栽培史的洛阳，形成
了集培育种植、加工销售、观赏旅游等为一体
的牡丹特色产业。（据新华社郑州5月4日电）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李金洛 沈若宸）4月 28日，位于偃师首阳山的洛
玻集团洛阳龙海电子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声阵阵。
随着工人将崭新的玻璃熔窑引燃，洛玻第三代信息显示超
薄基板玻璃生产线成功点火。

“这条生产线主要生产0.4毫米至 1.1毫米的超薄电子
基板玻璃，是在第二代提高型STN级电子玻璃生产线原址
上通过冷修技改升级建成的。”该项目负责人王国强在现场
告诉记者，该项目自主开发的退火窑温度波动控制在0.5摄
氏度以内，炸板率小于0.2%；采用等梯度温降成型工艺，玻
璃厚薄差可控制在0.02毫米内。多项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或
领先水平，标志着“洛阳浮法”超薄电子玻璃“从有到优”。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 5.09 亿元，设计年生产能力
1550万平方米，是我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集团采用全新
的设计理念，通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使用，
对原生产线上20余个大项、140多个小项进行了工艺技术
改造。特别是机器人、机械手臂的应用，可提高生产效率
40%—50%；通过智能化改造、绿色工业化改造和工艺技术
改造，投产后预计节能效果可较此前提高25%左右。

洛玻集团是我国浮法玻璃技术的诞生地。2001年 9
月 23日，中国第一条超薄浮法玻璃生产线在洛玻集团龙门
玻璃公司点火投产，相继生产出了1.1毫米、0.7毫米的超薄
浮法玻璃，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功打破
了国外技术垄断，填补了我国浮法玻璃工业生产的空白。

王国强表示，“达产达标”后的第三代超薄基板玻璃质
量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品将广泛应用于高端双面TP、
OGS及 ITO显示用户等领域，标志着“洛阳浮法”工艺跃上
转型升级新台阶，将为我国浮法玻璃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③9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29日，记者从郑州海关了
解到，2019年第一季度，郑州海关共监管郑州邮政口岸进
出境邮递物品1687.2万件，比去年同期增长29.3%，创历史
新高。其中进境邮件60.6万件，同比增长41.3%；出境邮件
1626.6 万件，同比增长 28.9%。从单日看，日均监管量达
18.7万件。

据了解，面对进出境应税邮件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郑
州海关自今年 1月份起积极推进查征一体化作业模式，收
件人当天就可以收到邮政服务平台发送的一条包含应缴税
款、缴税流程的短信，根据短信提示，收件人通过邮政代征
税系统缴纳税款后，邮件就可实现即时放行。实行该模式
以来，到现场办理行邮税业务的人数较之前减少超八成。
截至4月28日，“最多跑一次”办理率达99%。

同时，郑州邮政口岸增加巴西、美国方向出境航空邮
路，缓和广州、北京、上海等地邮政运能压力，目前已形成辐
射亚、欧、北美、南美四大洲的4条航空邮路。

此外，郑州邮政口岸积极开拓新兴业务领域，支持航空
渠道“一点通关、分拨全国”邮件进口业务。采用该模式后，
收件地址为其他省市的进境邮件也可以在郑州邮政口岸完
成清关，由郑州邮局海关查验并办理通关手续后比照国内
邮件配送，可以实现全国各地进境邮件在郑州的集散疏运，
郑州邮政口岸业务量和集疏全国邮件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减少了邮件在国内的二次分拨、二次查验等流程，全程可缩
短2至3个工作日。③8

洛阳：擦亮“花名片”催生“花经济”

洛玻第三代信息显示超薄基板玻璃生产线点火

“洛阳浮法”工艺跃上新台阶

郑州进出境邮件数量创新高

（上接第一版）平台就将订单派送到县里指定的服务点，由
服务点安排作业。

“这相当于农民的‘美团’，现在用手机种地，已经不再
是啥新鲜事。”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勇说，为破解“谁来
种地”难题，中心专门研发“农管家”，去年8月试点以来，接
单200多个，今年准备在390个村推广，并在现有450名村
级区域联络员基础上再招聘615名，真正打通科技入户“最
后一公里”。农民种地遇到问题也不用慌，中心组织 30多
位资深农技专家成立服务组，24小时在线指导。

杜焕永还是一家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在他的合作社
里，有一座占地 1500平方米的农机库，库房里整齐停放着
100多台“大家伙”：联合收割机、旋耕机、播种机、自走或机
引式喷雾机，还有无人机、北斗平地仪，甚至包括花生摘果
机……品类齐全、蔚为壮观。

老杜说：“我就是农民的‘保姆’，你没时间种地，我帮你
托管，从种到收，不用你操心。目前，合作社共流转土地
2000多亩，托管周边土地39000亩。”

像杜焕永一样，农机普及让专业“田保姆”越来越多。
一些合作社负责人汲取现代农业经营理念，把目光投向“互
联网+农机作业”“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新模式纷
纷涌现。

在滑县，“零耕碎种”的“百衲衣”越来越少，在一马平川
的规整农田里，大型机械尽显身手，生产品种、作业时间、种
田水平都得到统一和提升。

粮仓“升级”厨房 种地不靠感觉靠市场

滑县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平均无霜期长达210天，最适
宜种植强筋型小麦。

“粮食大县要变成粮食强县，必须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安阳市委常委、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说，县里加快推
动生产方式转变，发展优质强筋小麦 30万亩，确保农民种
得好、销路好、效益好。同时，加强粮食产业链建设，实现从

“粮仓”到“厨房”的转变。
以前滑县农民种地，有啥种子就种啥。现在不一样，啥

赚钱他们就种啥。农民魏成显就专门种植了700亩彩色小
麦。

“这 5吨黑麦面粉是去年广东一个客户订下的。我现
在全部是订单式生产，客户订啥我种啥。”魏成显得意地说。

“我还专门给产品设计了包装，加盟了品牌，这12斤杂
粮在超市要卖到 150元。”目前，他种的粮食远销北京、上
海、郑州等城市，还供不应求。

构建一条产业链，才能带动一片。河南利生面业公司
生产的面粉、挂面等产品在市场上十分走俏，去年，公司订
单数量达到7000多亩，光小麦就加工10多万吨，助力农民
增收20多万元。

“田种得越多，并不能代表农民就能越赚钱，要赚钱得
从深加工上要效益，延伸农业产业链。”董良鸿说，“要建好

‘大厨房’，滑县还要提升‘大粮仓’，立足资源优势和特色，
以‘四优四化’为引领，构建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带动农民
更稳定增收。”③9

“产粮大县”重任越扛越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