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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提出省级层面到

2020年年底，市县层面到

2022 年年底基本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

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

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一件件国礼钧瓷
从河南许昌的一个小镇出发，走出中
国、走向世界，成为闪耀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文化使者，映射出中华民族博
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自强不息的民族
精神……”5月17日，在吉尔吉斯斯坦
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工
商论坛上，我省金堂钧瓷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高级工艺美术师李海峰的精彩
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

在此次由吉尔吉斯斯坦投资促
进和保护署、文化部举办的活动中，
44岁的李海峰成为应邀登台发言的
两位中国嘉宾之一。他重点解读了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文化艺术
产业发展。

李海峰擅长钧瓷的设计、烧制，
他创作的“和樽”“永泰鼎”“名扬四
海”等 20余件钧瓷作品在 2018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等重大活动中
绽放光彩。他还将实践升华为理论，
编著的《禹州文化典藏·钧瓷典》获第
四届河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著作
奖一等奖。

钧瓷始于唐、盛于宋，以“入窑一
色，出窑万彩”的美丽窑变享誉世
界。钧瓷烧制技艺跻身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列。省委、省政府把禹
州划定为全省首批文化改革发展试
验区之一，许昌市将“振兴钧瓷产业、
弘扬钧瓷文化”纳入全市经济和文化
建设实施纲要，禹州市制定了钧瓷生
产的艺术和质量地方标准，助推钧瓷
产业实现了“精品化、艺术化”的良性
发展。如今，禹州市 200多家钧瓷企
业拥有近千名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钧
瓷产业年产值逾 10亿元，有逾百件
钧瓷精品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政
要。③8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 通讯员
郭安强）5月 16日，记者从省水利厅
获悉，日前省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公
布了《河南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实施
办法》自今年6月1日起施行。

我省是全国水利水电工程移民
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目前已建成和
在建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154个，纳
入后期扶持的大中型水库移民 168
万人。为贯彻国务院《大中型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精神，规范大

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工
作，我省制定了《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共39条，从移民工作
职责、移民工作程序、补偿安置标准、移
民后期扶持、移民资金管理、法律责任
等方面对国务院《条例》进行了细化，明
确了地方政府、项目法人、技术服务单
位、移民管理机构和移民群众各主体
的工作职责、相互关系、工作程序等。

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实
施办法》的发布，标志着我省进一步
规范了征地移民工作，对促进我省移
民工作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而积
极的意义。③8

□本报记者 赵振杰

今年春节期间，河南10家老字号
企业集体赴故宫参展，朱仙镇木版年
画参展作品3天被买光，焦作绞胎瓷企
业10天接到数十万元的订单……5月
18日，这批企业再次集结，齐赴江西南
昌，在第十一届中博会上盛装亮相。

“春节在故宫参展时，喜欢这画的
人太多了，这次我们特意多带了些。”河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代
表性传承人尹国全这次是有备而来。
记者在现场看到，十几分钟内就有四
五拨人前来观赏、购买木版年画。

此次参展的有多家特色食品企
业，这些企业的展台吸引了许多游客
和其他省份的参展人员前来品尝、购
买。“河南是农产品大省，老字号食品
应该很好吃。”江西一位前来采访拍
摄的记者在拍完开封福兴斋的桶子

鸡和张记烧鸡后，特意分别买了两包
带走，说要带给家人朋友品尝。

在焦作金谷轩绞胎瓷艺术品展
台，参观者对绞胎瓷器精美的花纹赞
不绝口。尤其是通过绞胎瓷的断面，
看到这种瓷器外观和内里花纹居然一
样时，不少人更是觉得神奇无比，现场
加工作人员的微信要求邮寄购买。

“举办老字号商品展，在中博会
历史上是第一次，是中博会的一大创
新，河南的参展企业主要来自食品、
中医药和工艺美术品等领域。”省商
务厅工作人员张双鑫告诉记者，“下
一步，商务部门将把促进河南老字号
中华行这个活动作为 2019年的常态
工作去开展。同时，我们还要出台河
南省的老字号认定办法，从政策层面
上对老字号企业给予保护和支持。
希望河南的老字号企业能积极走出
去，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③8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5月 17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从今年起，我省各
级政府要按照新要求科学编制预算，
列入“账本”的项目，不能乱花一分钱，
以集中财力支持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和
重点领域改革，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决策
部署，我省出台具体实施意见，提出省
级层面到 2020 年年底，市县层面到
2022年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
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在中央统一的制度框架下，我省
结合预算管理实际，围绕事前绩效评
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

效评价、评价结果应用等重点环节，进
一步细化了要求。”省财政厅有关负责
人说，“这将改变以往各地申请财政资
金后花钱不讲效益的做法。”

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过程
中，对新出台的重大政策、项目要开展
事前绩效评估；对既有政策、项目，强
化绩效目标管理成为首要环节。按照

“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我
省各级政府要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
算安排的前置条件，并与预算同步批
复下达。未按要求设置绩效目标或绩
效目标审核未通过的，不能安排预
算。预算执行中绩效目标因特殊原因

确需调整的，要按照绩效目标管理要
求和预算调整流程报批。

按照要求，今后各级政府在加强
绩效运行监控方面，要建立重大政策、
项目绩效跟踪机制，按照项目进度和
绩效情况拨款，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政
策、项目要暂缓或停止预算拨款，督促
及时整改落实。同时，建立健全重点
绩效评价常态机制，对重大政策、项目
定期组织开展重点绩效评价，逐步开
展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评价。“绩效评
价结果将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
钩，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刚性约束。”省
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说。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5 月 16 日，三门峡市渑池县洪阳
镇柳庄村，新落成的小吃城里一片繁
忙，商户高女士一边擦拭着锅台，一边
热情地招呼着游人。在距小吃城不远
处，各种大型儿童游乐设施一应俱全。

很难想象，柳庄村曾是渑池县北
部深山区的一个贫困村，1.2万亩荒山
是乱石山。让柳庄村旧貌换新颜的是
一位有着实干精神的后生——柳庄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武安伟。

武安伟今年48岁。他16岁辍学外
出打工，一边干一边学，最后带着一班人
马开矿、办企业，干出了一番事业。
2011年年底，武安伟被村里的父老乡亲

“请”了回来，全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看到村子当时贫穷落后的样子，

心里的责任感迫使我下决心为家乡干
出一番事业来。”武安伟说。

柳庄村地处深山区，距洪阳镇 20
多公里，每遇雨雪天气，道路便泥泞不
堪，人车难以通行。2012年，武安伟上
任伊始，自己出资500万元给村子修了

一条宽6米、长约11公里的出山大道。
2010年7月，流经柳庄村的畛河被

一场洪水冲得一片狼藉，河堤塌了、河
坝垮了，每至汛期，村子就有被淹没的
危险。武安伟出资 20多万元，带领群
众修蓄水大坝、砌河堤、建提灌站，既消
除了水患，又解决了农作物灌溉问题。

同时，在畛河上建景观石拱桥，在
水里种植荷花，在村里建公共厕所、休
闲健身广场，安装太阳能路灯，栽种女
贞、黄杨等景观树，村民生活大为改观。

百姓怎样才能富起来？武安伟带
领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外地参观学
习，请农业专家到柳庄村考察，经过论
证，决定开山拓荒发展林果业，走生态
农业的道路。

2012年春，他带领群众在1000亩
的荒山上修整出一道道梯田，栽下了1.5
万株核桃树、2000株石榴树、2000株柿

子树；2013年 7月，他又带领大伙儿进
行第二轮荒山治理，治理荒山2500亩，
栽植核桃树2万株、桃树1.5万株、梨树
1.5万株、樱桃树5000株。两年后，荒山
变成了人见人爱的“花果山”。

武安伟先后成立柳庄林果业合作
社、柳庄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农户加
盟，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
模式，将农业纳入产业化发展轨道。经
过几年的发展，该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
由 2012年之前的不足 3000元提升到
8000元，2016年年底实现了全村脱贫。

在青翠的山腰上，一栋栋黄色的
别墅很是醒目。“那是柳庄村71户贫困
户的易地搬迁新房，每一家都是两层
楼房，有楼台、带庭院。武书记个人出
资 700余万元，在项目的设计建设、环
境绿化、水系打造、园林雕塑，甚至是
室内装修方面，都精益求精。”柳庄村

党支部委员岳福寿说。
“柳庄发展旅游业是被逼出来的，

随着柳庄的发展，来柳庄游玩的人越
来越多，他们要吃饭、玩乐、休息，所
以，我们的饭店和茶社开起来了，停车
场、游乐设施、农家宾馆和小吃城也都
慢慢地建了起来。”武安伟说。

如今，柳庄村是远近闻名的旅游
村，前来游玩的游人络绎不绝。据不
完全统计，节假日里游客每天都在2万
人次左右。③8

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工商论坛上

钧艺大师传播厚重中原文化

我省出台水利移民补偿安置办法

“河南老字号”盛装亮相中博会

我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算好账再花钱 花钱必问效

拓荒种林果 引来八方客

乱石山变身“花果山”

——返乡创业正当时

创客心语

一时的贫穷不可怕，只要埋头实

干，乱石山就能变成“花果山”。回到

柳庄村带领群众一起干，村子美了，

群众生活好了，我感到很幸福。现

在周边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来柳庄村

休闲游玩。发展旅游业，我们还要

在摸索中干，在干中摸索，不断总

结，不断出新，让家乡的山更绿水更

清，留住更多人的乡愁。③8（河南
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整理）

温暖的
无声餐馆

5月 19日，来自新郑社会各界近3000人徒步五公里，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色出行、低碳生活的环保理念。当日，2019河南省全民徒步大会（新郑站）在
新郑轩辕公园举行。⑨6 刘栓阳 摄

□本报记者 李保平

5 月 19日，河南省第二届郑洛新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
果推介会在二七区举办。作为本次活
动的承办单位，二七区在军民融合产
业上有什么优势？本报记者采访了二
七区的相关部门。

据悉，近年来，二七区紧紧抓住军
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机遇，
立足全区实际，积极创造机会，发力军
民融合，在军民融合发展上有思路，有
成效。二七区以马寨产业集聚区为基
础，依托辖区内部队和地方知名院校
等研发力量，建设郑州军民融合双创
科技园，打造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基地，
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培育发展，在更大
区域（约 4平方公里）筹划建设省级军

民融合示范区。二七区的军民融合产
业走在全省前列。

科研优势突出——
为军民融合发展打好基础

据二七区区长苏建设介绍，二七
区辖区拥有郑州大学（老校区）、防空
兵学院、黄河科技学院等 17所大中专
院校，核工业第五研究院、中船重工第
七一三研究所等 21家中央、省部级科
研机构，98家国家、省、市级研发平台，
黄河科技学院“U创港”创新创业综合
体等一大批创新创业载体，这些优势
为助力科技创新、发展军民融合提供
了科研基础。

苏建设说，近年来，二七区通过精
细服务、政策引导，加强与军工集团和

重点院所的合作：一是在军工科研和生
产单位、社会企业、高校院所之间建立
科技供求信息对接通道；二是大力推动
基础设施、设备资源、科技信息等军地资
源的共享融合；三是大力推动辖区军民
科技协同创新，加速军民两用科技成果
双向转移转化。这三项工作的扎实开
展，为军民融合发展打通了研发通道。

打造专业园区——
为军民融合发展打造平台

在谋划军民融合创新基地建设方
面，二七区也是先人一步，瞄准高端装
备、智能制造、物联网、食品及生物医
药、新能源环保、新材料等 6大产业，
架构了创新平台+孵化平台+产业培
育平台的军民融合“双核驱动+三链融

合”的发展模式。
二七区通过大量调研，推进“军转

民”，集聚中物院、十二大军工等尖端国
防科技资源，通过全要素、全链条孵化
培育体系，构建军民融合创新创业生态
系统，培育形成一批高附加值、高成长
性、高科技上市企业；紧盯“民参军”，以
企业终端客户为导向，集聚华为、大众、
庞巴迪、福特等世界 500强企业，为企
业加快发展与布局开通市场直通车，打
通“民参军”市场通道。

以引进项目“中物军民融合双创科
技园”为例，2017年，二七区人民政府
与浙江中物九鼎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中物军民融合双创科技园，以
中物院国防科技资源为依托，结合郑州
区域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资源，以智能
制造、高端装备等为发展方向，打造了致

力于郑州市军民科技融合成果转化的
国家级科技创新和科技企业孵化基地。

辖区郑州新大方重工科技有限公
司多年来专注特种车辆技术创新及应
用，完成了新型“双动力坦克运输车”
的开发。新型双动力坦克运输车不仅
可以满足长距离运输要求，而且更加
适应战时道路条件的运输及救援，是
一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新型
重载坦克运输装备，填补国内外空
白。郑州海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依托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三研究
所一流的科研人才队伍和完善的配套
保障能力，积极发挥军工技术优势，结
合地方经济发展，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与产业化工作，正逐步成为交通行业
公路运输综合监管与航空场站物流解
决方案提供商和核心设备供应商。

对于河南省第二届郑洛新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军民科技融合成果推介
会在二七区举办，苏建设说，河南作为
军工产业的大省，应该打造出与河南军
民融合产业相匹配的产业大会，二七区
一是鼎力支持大会召开，二是以此为契
机，使全区军民融合产业在全省形成影
响，推动该产业更快、更好发展。

他介绍，2019 年初，二七区制定
了《郑州市二七区创新创业发展规划
（2019—2025）》，还配套出台《郑州市
二七区推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扶持办法》等相关扶持政策，对军民融
合或联合实施的军民两用技术创新成
果产业化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全面开
创新时代二七区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为中原更加出彩、郑州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担当重任、增光添彩。

二七区：把军民融合打造成“高端产业”

□刘絮 摄影报道

开封市大王屯东街有一家非常温馨亲切而又特殊的大同刀削面馆，从外头看很普通，走进面馆，便会发现
这里的特殊之处，除了老板孙学青，店里的服务员、厨师共7名员工都是聋哑人，他们在这里奋斗并幸福着。

孙学青是大同人，在开封开面馆后，来吃饭的聋哑人朋友特别多，后来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聋哑人到店里
打工, 她便一边教他们削面、拌凉菜，一边教他们基本的哑语和汉字。

孙学青常说：“开封是我的第二故乡，好心人很多，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只要他们来吃一碗面，就是对我
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⑨6

▶ 5 月 16 日，大同刀
削面馆的员工在工作结束
后聚餐。

▼老板在用手语向员
工传递点餐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