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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超）近日，记者从平
顶山市相关部门获悉，该市将打造海洋主题文化旅游城，
届时鹰城市民将能够在家门口一睹海洋生物的风采。

据了解，位于平顶山市平安大道与四矿路交会处的
义乌商贸城，将更名为亲橙 MALL，建成后将引入海洋
主题公园、室内萌宠森林主题公园以及儿童乐园、健身
馆、真人CS、攀岩等众多体验式休闲场所，配套有大型超
市、家电连锁卖场、海洋主题餐厅、中高档品牌专区等诸
多主题休闲购物街区。同时，此处还规划了逾万平方米
海洋主题酒店，以海洋文化和海洋生物为核心，打造海洋
主题文旅酒店。

其中，海洋主题公园项目一期建筑面积达 5000平
方米，景区包括 360°海底隧道、热带雨林、海洋科普教
育基地5D影院、精品海洋生物、海兽表演、海洋剧场等多
个展区。

萌宠森林主题公园一期建筑面积也达5000平方米，
以温带、热带珍奇动物为主角，再现亚洲、美洲、非洲等多
样的生态环境和动物种群，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领略全
球珍奇动物的风采。9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5 月 31 日上
午，湛河区河滨街道陶寨村的小微游园修建
现场，挖掘机、洒水车、拉土车轮番作业，一
片忙碌。这是辖区民营企业泰鑫混凝土公
司在义务参与乡村小微游园建设。

据了解，该企业于 2009 年落户陶寨
村。为帮助企业尽快投产，该村群众义务参
与建厂。湛河区专门举办乡村招聘会，帮企
业招聘员工，并对招聘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同时，湛河区定期邀
请该企业参加商品推介会，帮企业打开市场
销路。在湛河区的支持下，该企业不断做大
做强，用工人数由原来的 10余人增加到现
在的 70余人，经营范围由湛河区扩展到了
平顶山整个县市区。为回馈社会，近年来，

该企业先后捐款 20余万元，用于修建水泥
路、清洁乡村卫生，改善辖区人居环境。

为了使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做得
强”，近年来，该区采取“活水养鱼”的模式，
不断盘活营商环境、持续激活创新驱动、全
面用活监管机制，为辖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
了有力支撑。据统计，得益于湛河区的惠企
政策，三年以来，该区新增各类企业1000余
家，并在该区的扶持下逐步实现了做大做
强。

湛河区主动为前来投资兴业的客商提
供政策支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儿，提供创
业经营手续办理一条龙服务。为他们精选
经营场地，提供租赁补贴，并从供电供水、土
地流转、工商、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同时，由区发改委等相关部门负责，主动深
入企业调研，化解企业落户和发展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为企业举办产品推介会，让企业
与当地商超对接，帮企业打开销路。据了
解，三年来，湛河区共举办各类产品推介会
200余场次，使辖区 1300 余家企业与省内
外商超达成合作关系。

为助推企业技术持续创新、与时俱进，湛
河区定期举办金融工作座谈会，为银企合作
共赢牵线搭桥；按照金融机构对区级财政贡
献总额的5%提取资金，建立金融服务发展基
金，对支持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进行奖励。
同时，该区还专门设有科研创新经费，对于从
事技术创新并取得一定成果的企业提供经费
支持，对于获取国家级发明专利的企业给予

5万到10万元的资金奖励。据了解，去年以
来，经该区金融办牵头，共130余家企业获得
了金融机构技术创新支持。

为护航企业健康运转，湛河区从用活安
全监管机制入手，专门往辖区各企业派驻了
安全监管员，帮企业排查各种安全隐患，指导
企业严格按安全规定从事生产；指定专业技
术人员协助企业搞好产品质量检测和环保督
查整改工作。同时，该区还从整治外部环境
入手，通过定期走访，了解掌握干扰企业正常
生产的各种外部因素，及时加以解决。组织
综治巡防人员，加强企业周边的治安管控力
度，为企业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据统计，年初
以来，湛河区排查并整改企业隐患300余起，
协助企业进行环保整改140余起。9

平顶山市青年讲师团成立
将开展千场集中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赵孟琰）“我们向全市各基层团组
织、大中专院校、重点企业和社会大众招募了 75名宣讲
成员组成‘青年讲师团’，深入学校、企业、机关、农村等开
展‘传承五四精神、做鹰城新青年’百人千场集中宣讲活
动。”6月3日，平顶山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平顶山青年讲师团”作为“青年大学习”
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平顶山共青团聚焦主责主业、
深化青年思想政治引领的重点工程。为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持续深化“青年大学习”行动，共青团平顶山市委
于今年3月底面向全市招募了75名宣讲成员，组成青年
讲师团，共分为党史团务、时政理论、服务青年、青年榜样
4个宣讲类别开展宣讲活动。

近期，“青年讲师团”成员将专门组建队伍，用小分队
构筑大网络，力争通过多维度的宣讲网络，在全市学校、
企业、机关、农村等地开展“传承五四精神、做鹰城新青
年”百人千场集中宣讲活动，实现全市基层团支部和团员
青年的全覆盖，引领全市团员青年传承五四精神，昂扬青
春力量，勇担时代之责。9

本报讯（通讯员 吴改红）“课程内容很丰富，不仅有
理论知识，还有社会调研。接到调研通知后，我和同组的
学员们多次到村里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样的体验很不
一样。”5月28日，汝州市纪检干部薛佳丽说。

在刚结束不久的汝州市 2019年春季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上，薛佳丽和其余近70名学员们围绕党建引领乡村
振兴、产业扶贫等调研课题，深入实地走访和座谈，形成
了高质量的调研报告。

走出校园，把课堂设到田间地头——这是汝州市委
党校近年来培训班课程设置的一大亮点。不仅如此，该
校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更重“党性”，教学组织也更注重

“灵活”。
近年来，汝州市委党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将
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对、诚信价值体系建设、国际关系
研究、公务员心理调适等纳入培训内容，通过设置研讨式
教学、桌面推演、学员讲堂等多种教学形式，发挥学员在
课堂上的主体作用，让学员学有所思、学有所用。

截至目前，汝州市委党校新校区举办各类培训班
100余期，培训学员1万余名。“下一步，我们还会就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中心工作开展专题培训，帮
助干部弥补知识弱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充分发挥党
校的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地作用。”汝州市委党校
党总支书记、常务副校长李秋生说。9

汝州

万名党员进党校
“熔炉锻造”强党性

平顶山将打造
大型海洋主题公园

初夏时节，阳光灿烂，又到杜鹃花开烂漫时。日
前，鲁山县尧山景区内杜鹃花进入盛花期。依托丰富
的杜鹃花资源，鲁山县将发展旅游业作为调整经济结
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倾力打造文化旅游主
题品牌。9 丁罗义 摄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常洪涛 黄高鹏

“我们村以前是个远近闻名的山区贫困
村，村里原有贫困户 104户。近年来，在血
桃产业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发展血桃
3800 亩，已经带动了 99 户贫困户脱贫致
富。”近日，鲁山县熊背乡血桃产业党支部书
记王长海向记者介绍。

鲁山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
来，该县围绕“党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
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
作文章，以党建促产业，以产业带民富，有力
推进了脱贫攻坚。

组织建在产业链，挺起脱贫主心骨。该
县把各村从事相同、相近产业或有同类产业
意向的党员编为一个党小组。在乡镇，根据
扩大规模、连片发展的需要组建产业党支
部。对于从事同类产业党员人数多、产业规
模大、带动能力强的，成立产业党总支。目
前，该县共成立两个产业党总支、65个产业
党支部、1500多个产业党小组。在产业党
组织的引领下，以党员为主体，吸纳致富能
手、产业大户和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推动
产业由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向规模化发
展，由零星的产业点汇聚成产业带，实现了
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富一方百姓。董
周乡成立林果产业党支部，带动林果业从最
初的65亩示范基地发展为绵延15公里、3.5
万亩的特色经济林长廊，年产值1.7亿元。

党员聚在产业链，当好脱贫主力军。该

县把奉献意识强、致富带富能力强的党员产
业大户、党员致富能手推选为产业党组织书
记或产业党小组组长，配齐配强产业“领头
羊”。辛集乡三西村党员致富能手郭富运被
推选为种植产业党小组组长，带动 12户贫
困户利用葡萄废枝做菌棒，种植有色蘑菇大
棚 33个，户均增收 2万元以上。在产业党
组织的引领下，全县1万余名农村党员主动

认领政策宣讲、技术指导、销售服务等产业
发展示范岗，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
务，当好脱贫主力军，推动产业健康发展。
同时，该县还开展了“一名党员和一名致富
能手联系帮带一户贫困户”的“2+1”帮扶活
动，建立帮扶对子8500多个，为贫困户发展
产业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建立党群致富
联合体。

人才育在产业链，培育脱贫主人翁。该
县把农技专家、乡土致富能手、返乡创业人
才等组织起来，组建县农业科技服务团和
25个乡镇分团，分包联系产业项目，手把手
教技术、带项目。服务团还利用“掌上红鹰”
APP视频功能，对于群众在生产过程中的疑
难虫害病症在线会诊、“对症下药”。目前，
科技服务团开展产业技术帮扶 5800多次，
培训群众4.6万余人（次）。鲁山县科技服务
团成员、辛集乡葡萄产业党总支书记张平洋
定期通过党建信息化视频会议系统，远程为
种植户讲解葡萄种植技术，“面对面”解答疑
难杂症。同时，该县依托县、乡、村视频会议
系统和无线广播服务系统，根据农时农事，
适时开展学习培训，把群众培养成致富能
手，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农民富在产业链，决胜脱贫主战场。该
县采取“产业党组织+专业合作社（龙头企
业）+基地+农户”等模式，培育了一批致富
带富能力强的产业项目，打造了“六大支柱
扶贫产业、七条扶贫产业带、‘六金’增收模
式”的“676”产业扶贫体系，形成辛集乡葡
萄、董周乡酥梨、熊背乡血桃、库区乡蓝莓等
特色产业竞相发展的局面，增强了脱贫攻坚

“造血”功能，将群众个体经营的“小舞台”推
向共同致富的“大天地”，带动2万余名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辛集乡成立葡萄产业党总
支，下辖 3个产业党支部、6个党小组，共有
党员 88名，示范引领 26个行政村、3200多
户农户种植葡萄 1.5万亩，年产值 1.5亿元，
带动853户贫困户增收致富。9

日前，2019中国·二郎山摩托车林道挑战赛在舞钢市
二郎山景区成功举办。来自河南、浙江、云南等地，及英
国、俄罗斯的选手共108人、28团体，在美丽的二郎山风景
区赛道进行了分组别的竞技。

近年来，依托山水资源优势，舞钢将发展全域旅游作
为产业结构调整、城市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
点，通过打造生态山水游、名胜古迹游、民俗风情游、乡村
休闲游、观光采摘游、工业文明游、体育赛事游等旅游产
品，不断提升全域旅游的内涵品质。9 贾东伦摄影报道

舞钢市二郎山
举办摩托车林道挑战赛

盘活营商环境 激活创新驱动 用活监管机制

湛河区“活水养鱼”为企业发展赋能

鲁山党建兴产业 党群携手奔富路

车舞飞扬

图① 腾空跳跃
图② 唯我独尊
图③ 争先恐后
图④ 激情追逐

库区乡蓝莓产业党支部邀请专家到田间地头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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