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力争经过 3 年的努力，实现农村交通条件和出行环境得到根

本改善；经过 5 年的努力，打造成全国货物流通最快最好的多式联

运国际物流中心。

伤残人员每月最多可以多领 210 元伤残津贴。新标准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执行，补发待遇将于 12月底前发放到相关人员手中。

河南成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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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再提工伤保险待遇

□刘婵

10 月 8 日起，郑州市郑东新区中

小学推行午餐校内供应及课后免费

托管，为家长解决了来回奔

波接送小孩的大难题。

一直以来，学龄儿童的

午餐问题令不少双职工家庭

倍感棘手，校外各种午托班

鱼龙混杂，食品、消防等安全

问题缺乏保障。由学校来提

供午餐供应和托管服务，展示出想家

长所想、急家长所急的责任和担当，

这种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值得点赞。

从午餐里，我们咀嚼出了健康美

味，更有一份为民情怀。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

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很多时候，人民

群众关心的问题，就是类似“孩

子能不能吃上一顿可口午饭”

这样的操心事、烦心事。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朝着“为民服务解难题”的

具体目标，瞄准这些人民群众

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一个一

个解决，一项一项落实，就能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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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9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基斯
坦总理伊姆兰·汗。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巴基斯坦是独一
无二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无论国际
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牢不
可破、坚如磐石,中巴合作始终保持旺盛

生命力、不断拓展深化。中方始终将巴基
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方向,在涉及巴基
斯坦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将继
续坚定支持巴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
强战略协作和务实合作,打造新时代更紧
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盛大庆典,这
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近 14
亿中国人民人心空前凝聚,爱国热情空
前高涨,更坚定了我们排除一切艰难险
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
决心。(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所罗门群岛总理 04│时事

这午餐耐“咀嚼”

□本报记者 张丽娜

金秋时节，光山县大苏山国家森
林公园管理区半山腰上，一片茶园在
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生机勃勃，李湾村
村民陈功宽望着自家的茶园，不禁思
绪万千。要知道，几年前，他家还是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我东拼西凑借了 10万
块钱，准备办个小型茶叶加工厂，盖
了厂房，买了机器之后，就没剩什么
资金了，当时县里的金融扶贫小额信
贷政策开始实施，提交了信贷资料
后，我从邮储银行光山县支行获得 5
万元贴息贷款，解了燃眉之急。现在

我的茶叶种植面积有50亩，日子越过
越有劲儿！”

在光山县，像陈功宽一样脱贫致
富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而这也离
不开来自银行系统的金融活水，其
中，邮储银行信贷员的身影十分活
跃，他们是这些故事的见证者，同时
也是推动者。

把银行服务送到家中

光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
也是全国有名的茶叶之乡、麻鸭原
产地，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如何
结合该县产业特点，以资金支持助

力当地打好产业脱贫牌？作为我省
金融扶贫主力军之一的邮储银行河
南省分行进行了积极探索，以实际
行动贡献了助力光山脱贫的“邮储
力量”。

产业扶贫贵在精准，发展产业的
资金从哪里来？银行的信贷支持是
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而积极践行
国家的金融扶贫政策，也是金融机
构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作为
以“服务‘三农’、城乡居民和中小企
业”为定位的国有大型银行，邮储银
行牢记使命，始终走在助力脱贫攻坚
战的前列。

在光山的广袤山乡，活跃着这

样一支 80 后、90 后的队伍，他们身
穿工作服，带着宣传页走村串户，深
入田间地头，把金融服务送到贫困
户的家门口，他们就是邮储银行的
信贷员。每人一个手提包是他们的
标配，里面有扶贫贷款申请表、计算
器、扶贫明白卡、移动展业设备、印
台、订书机、曲别针等用品用具，同
行的车上还带有复印机、打印纸等
办公用品。到了农户家，就能现场
办公，诸如受理扶贫贷款申请，复印
资料、办理银行卡等，极大地缩短了
扶贫贷款办理时间，把银行办到了
农户家，尽最大努力让贫困户省时、
省力、省心。

见到河南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
村民徐勤意时，他正在路边装从收割
机里吐出来的新稻子，虽然在干农
活，但白衬衣外扎腰，看着很是精
神。就在收割机边上，徐勤意满怀感
激地说起他的脱贫致富之路：“以前
孩子上学，我又出不去，就靠种稻子，
仅够温饱。”想起之前的窘迫，徐勤意
感叹不已。2014年，徐勤意被正式评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没法出门打工
又想多挣钱，徐勤意和妻子向正梅只
能从土地上下功夫。夫妻俩一下子
承包了140亩土地，整日起早贪黑，希
望多投入能多一些产出。到2016年，
承包的土地达到了 200亩，俩人决定

自己买辆大型拖拉机和旋耕机，可是
一台拖拉机加旋耕机得五六万元，虽
然两人手里也攒了点钱，但远远不
够。正在发愁之际，徐勤意从村委那
里听说了邮储银行的小额扶贫贷款，

“我当时就试着去村委问了下，没几
天邮储银行的人就来我家了！”徐勤
意说他当时感觉非常意外，手续简
单、上门服务，而且很快就拿到了贷
款。也就是在2016年，徐勤意的大拖
拉机开回了家。

“我现在不仅自己用，干完自己
的还能出去挣钱。”徐勤意当场给我
们算了一笔账，“一亩地 100元，我现
在种了三百亩稻子，(下转第七版）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普惠金融“垄上行”山乡扶贫“及时雨”

本报讯（记者 屈芳）10 月 9 日，省长
陈润儿主持召开省“双一流”建设领导小组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担当使命，抢抓
机遇，加压奋进，加快推进一流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让人民享有更高水平的高等教育。

会上，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了总体建
设情况，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和省直有关部
门及郑州市、开封市负责同志分别作了发
言。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陈润儿指出，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两年来在各方努
力下，“双一流”建设的格局基本形成、思路
不断完善、体系逐步完备、成果开始显现，
但在学科优势、尖端人才、体制机制、发展
贡献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对此要
保持清醒认识。

陈润儿强调，加快“双一流”建设是实
现国家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是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要求，是助推经
济更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加快高等
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引领，是大势所趋、发
展所需、群众所盼。我们必须担当光荣使
命、抢抓历史机遇，自我加压，负重奋进，确
保“双一流”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要科学把
握定位、找准发展目标，深刻理解“中国特
色、世界一流”的内涵，自觉服从国家战略
和区域发展的需要，正确把握学科建设和
社会服务的结合，做好“顶天立地”文章。
要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始终突出
立德树人这个根本、师资建设这个核心、学
科建设这个重点、大学治理这个关键。要
汇聚发展合力、提升建设效果，强化协同、
落实责任、完善管理、提高效力，以“双一
流”建设引领全省高等教育发展提升，向党
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黄强、霍金花、刘炯天出席会议。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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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源人均生产总
值 1949 年为 55
元，2018 年增加
到 87683 元，居
全省第二位。

高成长性和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分别达
29.5％和30.3％。

进一步打破户籍限制

◎在豫工作满 6 个月且与用人单位签订聘用

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可通

过本人工作单位申报职称评审

将向“信息化”“无纸化”靠拢

◎申报流程“上网”，无须复印多份材料

◎职称证书电子化，不用担心纸质证书遗失

◎转岗前后同级职称的任职年限可连续计算

今后评职称便利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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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时代又富又美济源 02│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铮）10月 9日，省
委书记王国生在开封市尉氏县调研时
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纾民
困、暖民心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务实举
措，转化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
绚丽篇章的巨大动力。

绵绵细雨，秋色宜人，柿子树上挂
满金黄的果实。在邢庄乡屈楼村村部，
王国生与党员群众围坐在一起说村里
变化、聊基层党建、谈主题教育。在交

流中，王国生对屈楼村“两委”班子和驻
村干部从改厕改水改气入手，扎扎实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的做法给予肯
定。他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
抓住重实效这个导向标准，通过扎实开
展第二批主题教育，为乡村锤炼一个有
战斗力的好班子，找出一条发展致富的
好路子，办好一批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
民生实事，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
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为打好打赢脱贫
攻坚战、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打下坚实基础。
王国生走进两湖街道基层社会治

理综合指挥中心，了解“互联网+社会
治理”模式运行情况，与正在入户宣讲
安全知识的网格长杨贝、周鑫华即时
视频通话。王国生勉励大家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镇工作“三结
合”的重要要求，密切结合主题教育，
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中砥砺初心、
锤炼党性。他指出，要加快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将社会治理的触角
延伸至基层末梢，坚持抓早抓小发现
问题，着眼群众满意解决问题，以畅通

“最后一公里”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优德科技、邦瑞家私、鑫晟纺织、
金久龙实业等企业，王国生现场考察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了解企业党建工作开
展情况。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抓住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遇，主动对接
国家战略平台，大力实施绿色改造、智
能改造和技术改造，加快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和转型升级，在谱写新时代中原更
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中展示新作为。

穆为民参加调研。③8

王国生在开封市尉氏县调研时指出

在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中砥砺初心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锤炼党性

中国开封中国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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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文化节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1818日日
至至1111月月1818日举行日举行

小草帽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小小草帽，编出了“国际范儿”。草辫草帽是我
省主要出口农产品之一，每年出口草帽150万顶，远
销亚、欧、非近20个国家。其中，鹿邑草辫草帽在国
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国外用户将鹿邑草帽作
为美丽、时尚的装饰品。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鹿邑依托当地优势，积极发
展拉菲草编织和帽子加工产业，实现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走出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新路子。⑨6

▲鹿邑县一
家草帽企业，工
人正在生产（10
月8日摄）。

▶ 10 月 8
日，顾客正在选
购草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