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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田宜龙）6
月 11 日，记者从洛阳市轨道交通集
团获悉，随着位于涧西区的地铁 1号
线武汉路站日前所有顶板浇筑完成，
该站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这标
志着洛阳地铁 1号线全线 18座车站
均已顺利实现主体封顶。

作为我省第二个、中西部首个非
省会建设地铁的城市，洛阳地铁进展
备受瞩目。建地铁就是建城市、建地
铁就要有文化、建地铁就要惠民生、建
地铁就要保安全。“自 2017年 6月 28
日洛阳地铁 1号线全线开工建设以

来，经过近两年的持续攻坚，18座车
站提前20天全面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兑现了对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洛阳
市轨道交通集团董事长马朝信说。

据了解，所有车站主体封顶后，
为洛阳地铁 1号线下一步全面转入
车站出入口、风亭等附属结构施工和
地面道路交通恢复等奠定了基础。
按照施工计划，洛阳地铁 1号线施工
时间表也已明确：2019年 6月底前实
现“洞通”，2019 年年底前实现“轨
通”，2021年 6月底前实现全线初期
运营。③5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6 月 10
日，开封市 2019 年第二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在该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举行。此次共集中开工重大
项目 74个，总投资 232.1 亿元，当年
计划完成投资86.8亿元。

据介绍，举行本次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活动，旨在充分彰显开封市委、市政
府狠抓重大项目建设，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持续开展“项目推进效率年”活动，
全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本次集中开工的 74 个重大项
目，涵盖产业转型、文化旅游、民生服
务、生态环保、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等
六大领域，涉及该市各县区。

“此次集中开工活动充分表明开
封市‘大招商、大建设、大发展’的热
潮已经形成，以项目建设带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态势更加凸显，必将为全市
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
力，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开封市政
府负责人表示。③8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本报通讯员 徐小龙

今年高考期间，三门峡市近千名出
租车司机和热心市民又一次自发地组
成爱心车队，免费为考生提供送考服
务，他们在车门上系上象征希望的绿色
丝带，在车头张贴的大红色心形贴纸上

“2019爱心送考车”格外醒目、温馨。
“爱心送考活动连续举办九届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能为考生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有
意义。”6月7日，司机王百成说。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爱心送考
车”“爱心之家”“110水上救援队”“扶
人协会”“最美退役军人”“最美白衣天
使”……在三门峡，当地群众对这些字
眼耳熟能详，他们激励着三门峡这座

“天鹅之城”好人辈出，“三门峡好人”
也成为三门峡公民道德建设的一大创
新和亮点，成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面对孤残老弱、困难群体，谁来
帮？12年前，该市的志愿者们自发成立
了“爱心之家”志愿者协会，目前已拥有
志愿者1万余人，广泛开展助孤、助困、
助学、无偿献血等数十项公益服务。

路遇有人摔倒，扶不扶？5年前，
三门峡志愿者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
起成立“扶人协会”。

跪地救人，受到《人民日报》点赞

的“最美白衣天使”彭露露；拥军爱民、
乐于助人的“爱心大姐”张巧娥；爱岗
如家、在 40米高空“守护”杨连第桥的

“秋千哥”李玉斌……
三门峡群众用实际行动，不断彰显

这片土地厚重的文化基因，折射出崤函
儿女大爱如山的淳朴民风和侠肝义胆
的道德担当，涌现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刘秋玲，河南省道德模范柴书
朝、马士友、孙梅丽，全国“最美退役军
人”张东堂等一大批道德楷模。

让德者更有得、让好人有好报。
2017年，三门峡市出台《三门峡市道德
模范管理办法》，实施道德模范动态管
理机制，不仅为历届全国、省级、市级
道德模范发放生活补助金，并为特困
道德模范发放帮扶慰问金。两年以

来，已累计为近 200 名道德模范发放
补助金、慰问金53万余元。

在三门峡，建设有7个志愿服务中
心、781个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培训志
愿者骨干 3000余人，实名注册志愿者
33万人，志愿者数量全省领先，受到中
央、河南省文明办的充分肯定。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漫步在
三门峡，记者深深感受到三门峡正从一
个“好人之城”转变为“好人社会”，无论
城市还是乡村，一个个绿荫广场、休闲
公园变身为好人广场、好人公园，拿出手
机扫一扫“二维码”，即可阅读“网上好人
馆”资料，他们的故事正感染着更多的群
众投身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爱岗敬业、
见义勇为的实践当中，续写更多的好人
故事、河南故事、中国故事。③9

天鹅湖畔“好人城”
基层亮点连连看

开封市2019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74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32.1亿元

洛阳地铁1号线
全线18座车站实现主体封顶

——返乡创业正当时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激励
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勇
攀高峰，树立科技界广泛认可、共同
遵循的价值理念，加快培育促进科技
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
社会营造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
氛围。

意见要求，自觉践行、大力弘扬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大力弘扬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
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
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
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
学的育人精神。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表示，面临
新一轮科技产业变革，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需要
广大科技工作者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引领科技发展方向，勇做新时代科技
创新的排头兵。

意见明确，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崇尚
学术民主，坚守诚信底线，反对浮夸
浮躁、投机取巧，反对科研领域“圈
子”文化。

意见要求，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构建良好科研生态。深化科技管理
体制机制改革，正确发挥评价引导作
用，大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加强宣
传，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的舆论环
境。

意见提出，力争 1年内转变作风
改进学风的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
实施，3年内取得作风学风实质性改
观，科技创新生态不断优化，学术道
德建设得到显著加强，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得到大力弘扬，在全社会形成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
学、献身科
学的浓厚氛
围，为建设
世界科技强
国汇聚磅礴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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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
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

□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左易和

麦浪滚滚，机声隆隆。6月 11日，
在位于鹤壁市浚县的 30 万亩粮油绿
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内，上百台收
割机从麦田中轰鸣而过，吞下沉甸甸
的麦穗，吐出金灿灿的麦粒。

“从小型到大中型，从背负式到自
走式，从看重价格到注重性能，农业机
械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麦收效率。今
年‘三夏’全市共投入联合收割机逾
1.25 万台，其中新增了不少大喂入量
收获机，预计小麦机收率达 97%以
上。”鹤壁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秦学田
介绍，自本月初大面积开镰至今，鹤壁
市收割小麦近 120 万亩，收获进度已
超过九成。

除了机械化作业带来麦收效率的
提高，今年鹤壁市“三夏”生产还呈现
出不少令人欣喜的变化。

“普通小麦价低还难卖，优质麦现
在越来越吃香了。”浚县伟一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周位起告诉记者，该合作
社流转的3000多亩土地目前已全部种
植优质专用小麦品种“新麦26”，并辐射
带动周边县区种植逾 4万亩。合作社
还与两家公司开展订单生产合作，试种
高粱、大豆各 500亩，预计每亩地可实
现增收250元。

周位起自发调整种植结构的一小
步，折射出鹤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一大步。近年来，鹤壁市积极顺
应市场变化，全力调优农业结构，在稳
定粮食面积和产量的基础上，大力发

展蔬菜、油料等高效经济作物，农业经
济效益不断提高。

“按照‘四优四化’和供给侧改革
要求，今年全市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
积较上年增长 64.7%，达 27.5万亩；同
时，优质专用小麦完全根据市场需求
以销定产，订单率达100%。”鹤壁市农
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刘斌表
示，该市秋作物预计播种面积 149 万
亩，其中花生、大豆等品种有所增加，
播种面积达23万亩左右。

金色的田野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也
透着浓浓的“绿意”。记者在淇县北阳
镇良相村看到，收割机作业后，成片的
麦秸秆经粉碎后均匀铺在地里。“秸秆
还田后，不仅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还
化作肥料。”种粮大户刘明元十分满意。

除了直接还田，对秸秆进行“过腹
还田”如今也在鹤壁流行起来。淇县庙
口镇郭湾村村民索玉兵的专业合作社
养殖牛羊 100多头。他采购了玉米收
割机、秸秆粉碎机、运输车等设备，每年
收购周边 20多个行政村逾 9000吨秸
秆，其中一部分用作牛羊的饲料，剩余
部分卖给周边的养殖场，加上政府的收
购补贴，一年可获得收益近15万元。

数据显示，目前鹤壁市秸秆综合利
用率已达92%，高于省定目标4个百分
点，重点部位利用率甚至达95%，且连
续两年达到省禁烧办零火点目标。

由“慢”到“快”、由“量”到“质”、由
“黑”转“绿”……体味鹤壁“三夏”工作
新变化，感受到的是传统农业大市向
现代农业强市迈进的铿锵步伐。③5

优质麦不愁卖 秸秆也成“香饽饽”
——鹤壁全力调优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看鞋样、盯做工。6月 10日，在睢
县制鞋产业园的道尔森鞋业的生产车
间内，35岁的企业负责人王俊峰对产品
例行“检阅”。

在当地人看来，拥有全国最先进的
生产线，拿下了多个世界知名品牌的授
权，带动130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的王俊
峰，已经成为返乡创业的明星。在睢县，
也正是由于众多个“王俊峰”返乡创业，让
这里从“零基础”蝶变成为“中原鞋都”。

在中原大地上，有更多的“王俊峰”
当初经历了“民工潮”，又赶上了如今的
返乡“创业潮”：在豫北的清丰县，返乡创
业的叶现增创办了规模化、标准化的现
代家具企业，引来了72家规模以上家具
厂商落地，短时间内形成了中国（中部）
家具产业基地；在豫东的淮阳县，返乡创
业人员牛东杰注册资本6000万元，创办
了河南顶尚帽业有限公司，产品畅销“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豫中的汝州，闫利
娟返乡创办了汝州市益永泰绣花有限公
司，带动了当地群众家门口脱贫致富；在
豫南的新野县，王馨返乡创办鼎泰鑫电
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在智能装备研发

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成为印制电路微钻
行业全球排名前茅的企业。

曾经的孔雀东南飞，为何会变为如
今的凤还巢？亲历者这样说：一是在外
的机会少了，二是家乡的诚意足了。

曾经在东莞一家大型鞋厂当车间主
任的王云飞告诉记者，受国际贸易形势
变化影响，企业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他把
眼光转回到家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更重要的是，
经历了外面世界的淬炼，曾经只是出苦
力的农民工，已经转变成为先进理念、
信息、技术和资源积累的佼佼者。而他
们的返乡创业，恰恰解决了乡村振兴最
关键的“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返乡潮是机遇，创造各种条件抓住这次
机遇，把产业引到家门口，就能在乡村
振兴的大舞台上有大作为。

在这方面，河南头脑清醒，措施到
位。

创业有场地。政府鼓励产业集聚
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等各类园
区积极吸纳符合发展规划要求的农民工
返乡创业项目入驻。睢县云飞鞋业的负
责人王云飞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建好了
标准化车间，返乡创业能拎包入驻，一年
1.8万元的租赁费用，就像白用一样。

融资有支持。我省设立总规模
100 亿元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
金”，一些地方采取自然人担保、园区担
保、财产担保、“公司+农户”担保等形
式，降低担保门槛，加大贴息力度。柘
城山里红辣椒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郑
海华告诉记者，他利用合作社作为抵押
物，从中原银行获得了200万元政府贴
息贷款，让他有底气与重庆辣椒协会合
作，签订了5000吨的辣椒收购订单。

招工有渠道。为了让返乡创业者解
除用人的后顾之忧，政府当红娘，把工人
送上门。连续多年，我省开展“春风行

动”，把招聘会开到“村头”，鼓励农民家
门口就业。截至目前，我省返乡创业
124.12万人，农民家门口就业778.11万人。

省人社厅牵头在全省有86个县市
设立了返乡创业综合公共服务中心，为
返乡创业者提供注册登记、政策咨询、
创业指导、社保关系接续等“一站式”服
务。各地还打出了乡情牌，在户籍管
理、子女入学等方面营造宽松环境，让
返乡创业者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经过全省各地共同努力，支持和吸
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工作亮点纷
呈、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人
员从曾经的“农民工”成为致富一家带
富一方的企业家。返乡创业人员在实
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架起了城乡互动
的桥梁，成为农村发展的带动者、城市
文明的传播者、美丽乡村的建设者，为
城乡融合开辟了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动能。③4

返乡创业成为乡村振兴重要力量
我省返乡创业
124.12 万人，
农民家门口就
业778.11万人

124.12
万人

6月 11日，清丰县马村乡尚村村民在耕种玉米。“三夏”期间，该县在加快夏收进度、确保颗粒归仓的同时，通过加强技术指导、科学调配农机、保障农资供给等举
措，及时推动夏种、夏管工作，确保“三夏”生产顺利开展。⑨3 王世冰 摄

6月 9日，沁阳市崇义镇西苟庄村村民在采收哈密瓜。该村投资 50多
万元建成哈密瓜产业扶贫基地，带动全村 100户贫困户增收。⑨3 杨帆 摄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6 月 11
日记者从省文物局获悉，即日起至
2019 年年底，我省将全面开展文物
保护集中入户宣传活动，进一步提
升公众文物保护意识。

此次宣传活动主要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文物工作方针政策、文物保
护法律法规以及相关部门文物安全
责任划分等方面内容进行重点宣
传，采取在文物保护单位及周边悬
挂标语横幅、设置宣传栏、入户发
放宣传页等方式，在我省 5 处（24
项）世界文化遗产，358 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1231 处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所在市、县、乡（镇）政府和
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集中开展
文物保护宣传入政府、入企事业单
位、入校园、入社区、入村、入户等

“六入”活动。
该活动分为入户宣传阶段、回

访调查阶段、总结提升阶段等三个
阶段进行，对工作扎实、成效显著的
将予以表彰。目前，省文物局已组
织印制宣传材料 60万册，分发全省
各地。省文物局局长田凯表示，河
南是全国重要的文物资源大省，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为全省文物事业发
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
围。③4

我省启动文物保护
集中入户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