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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等于省了好几万元，出
去干活一年我还能挣个 2万多元，除
去所有的油钱，一年差不多净落 1.4
万元。”这边省，那边赚，2017年，徐勤
意正式脱了贫。现在，徐勤意家承包
了300多亩地，靠着勤劳的双手，夫妻
二人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水塘里游来一群“致富鸭”

“嘎~嘎~嘎……”9 月 20 日，在
光山县文殊乡方洼村的一方山间水
塘里，伴随着养鸭人赵炳春的呼唤，
一群麻鸭从远处的水面游过来，随着
鸭群的靠近，赵炳春将怀中抱着的一
盆玉米粒洒向水面，鸭子们争先恐后

地抢食起来……对他来说，这群鸭子
就是他的“致富鸭”。

2017 年，赵炳春在打工时受了
伤，治疗花光了所有的积蓄。为了照
顾他，妻子也辞去了临时的工作，家
里失去了收入来源。考虑到赵炳春
不能干重活儿，邮储银行捐赠了 900
只鸭苗给他。

现在，赵炳春饲养的麻鸭已经繁
殖到了 2500多只。按照目前的市场
行情，这些麻鸭可以卖 5 万多块钱。
赵炳春感慨地说：“感谢邮储银行通
过这种方式，让我增加了致富的志
气、勇气和决心，我一定搞好自己家
的生产，争取早日致富。”

而这，都得益于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开展的“邮爱光山 麻鸭养
殖”助力扶贫专项活动。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党委在多次调研光山情
况后，了解到当地水塘多，村民有
养麻鸭的习惯，但一些较为贫困的
村民虽有养鸭技术，但是苦于没有
购买鸭苗的本钱。该行就积极号召
员工自愿捐款，购买鸭苗 21000 多
只，向有养殖条件和意愿的贫困村
民捐赠鸭苗，帮助他们通过养殖带
动脱贫。目前，得到该行捐献鸭苗
的贫困户，通过鸭蛋和成鸭出售，
已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此项
活动也极大地鼓励了贫困农户发展
畜禽产业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达
到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帮扶效果。

户容提升美了庭院，暖了民心

野花遍地、满眼望绿，沿着蜿蜒
整洁的水泥路，还没到方洼村，远远
就看到了村口矗立的牌楼，“农业
强、农村美、农民富”九个大字在阳
光下熠熠生辉，底下还有一行小字

“邮储银行助力脱贫攻坚‘邮爱光
山 户容提升’示范点”。错落有致
的宅子，干净整洁的院落，配着路边
列队的鸡冠花，还有村头一口波光
粼粼的小池塘，如果不是村民王志
德把记者让进院里，记者还以为是到
了景点的民宿区。

他家住的是前年刚刚盖好的二
层小楼，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一直用
的是旱厕，现在旱厕改成了水冲式厕
所，干净多了。记者注意到，在他家
门口，还专门安装了带有垃圾分类标
志的垃圾桶，一旁的村民李良安插话
道：“之前俺村的路面坡儿很陡，路上
满地都是石坷垃，碎砖头块，多亏了
邮储银行的专项资金，现在俺村平整
了土地，还搞了绿化，一进村就能看
到各种花花草草，变化真的很大。”

“群众的居住环境好了，精气神足了，
在脱贫致富的路上奔跑就更有劲
了！”该村党支部书记赵兵说。

为有效改善贫困家庭的生活环
境和生活质量，邮储银行河南省分

行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地
实际，组织员工自愿向文殊乡东岳
村、方洼村进行捐款，用于贫困户的
改水、改电、改厕、改院、改厨、增加
生活必需品等“五改一增”建设，通
过改善生活环境提高贫困户的幸福
指数。目前已有 77 户贫困家庭完
成户容改造，更多村民共享环境美、
产业美、格局美、人文美的生态宜居
美丽乡村。

今年前 8个月，邮储银行河南省
分行共向全省 53 个贫困县（含脱贫
县）投放各项贷款 205.12 亿元，完成
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责任目标的
120.65%，为中原更加出彩贡献着国
有大行的责任和担当。

普惠金融“垄上行”山乡扶贫“及时雨”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0月 9日，记者驱车行驶在平顶
山市花海大道（湛河南路西延段），两
侧高大乔木绿意十足，时令花卉开得
正盛。不远处，一对新人在花丛中拍
摄婚纱照。微风吹过，紧邻道路北侧
的湛河荡起层层波澜……

一年前，这里还是乱石飞尘，杂草
丛生。作为全市 68项“断头路”改造
工程之一，这里换了新颜、披上“绿
衣”。“断头路”变“绿色廊道”，方便了
市民出行，也为城市平添了几分姿色。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近年来，平顶山市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党建为引领，
强力推进园林绿化重点项目建设，提
升公园广场管养和文化服务水平，公
园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党建引领
打造园林管理新模式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以深化园林
改革为抓手，内树新风、外展形象，探
索出了‘文明引领、文化支撑、文气服
务’的园林管理新模式。”平顶山市园
林绿化中心党委书记冯建东说。

去年以来，该市园林绿化中心将

每周党委会扩大至二级单位负责人、
基层党小组、退休老党员和群众代表，
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在绿化管理、工
程建设等工作上推行专班管理制度，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说专业的话。

专班专责、模范带动，干事效率不断
提高：从拆迁到完工，35天完成53万平
方米的龙门大道绿化工程，并打造了四
处公园；新兴路、黄河路、平安大道、香山
大道等绿化工程相继完工；街头游园、绿
地广场、各个带状公园的节点景观玲珑
雅致……该市园林绿化脚步越走越快。

9日，天蒙蒙亮，平顶山市河滨公
园内便热闹起来。舞扇子的、健步走
的、打太极拳的、打羽毛球的，各式各
样的健身队伍和谐地分布在不同区
域，为公园里增添着勃勃生机。

去年年底，园林绿化中心摸排全
市 游 园 广 场 ，梳 理 出 100 个 团 队、
5000余人和十多种娱乐项目，建立健
身娱乐市民台账，同时，将各游园广场
按照功能划分为戏曲、歌曲、健身、阅
读等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合理分流。

如何管理？该市园林绿化中心开
办起党建夜校，由班子成员和二级单
位负责人讲授党规党史、传统文化和
园艺专业技术。听众是各团队里的领
队、党员和群众代表。党课每半个月
一次，每次 60人，架起了园林绿化中
心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该市大
力开展“以文化城”活动：以多种形式
将东坡文化植入河滨公园；设立园林
国学讲堂，邀请专家授课；在公园广场
开展年俗文化活动……此外，中心还
积极开展下乡慰问演出，定期举办园
林文化与群众文化共建成果展演活
动，不断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

因地制宜
描绘绿地景观新面貌

暮秋时节，建设路西延段两侧仍
绿植繁茂，小溪潺潺。此处绿化时，将
水沟拓展为旱溪，挖出的淤泥用以栽
树，不仅营造出了林水交融的灵动画
面，还节省了一大笔资金。

近年来，平顶山市按照“绿化自
然、自然绿化”的原则，立足自然地貌，
因地制宜、因形就势，持续实施生态保
护和环境修复工作，并按照“修一路、
绿一线、成一景”的思路，以疏林草地
的造景形式，推进道路绿化工程。

同时，该市全面开启街头小游园
升级改造工程，通过提升景观效果、完
善服务功能、增加文化元素等，真正实
现看得见绿、进得去园、赏得到景、闻
得到香、留得住步、静得下心。

今年，该市将对市区 100处游园
进行改造，目前首批 8处小游园已改
造完成，各具特色；另有 8处游园启动
改造工作。同时，还将实施跨湛河桥、
高速桥、立交桥等多处立体绿化项目，
拓展绿化空间，增加绿化覆盖率。

冯建东说：“我们按照‘先民生、后
提升’总要求，遵循‘精细、精致、精美’
的原则，积极完善园林绿地景观休闲
功能，将自然引入城市，将绿色嵌入生
活，改善提升城区人居环境，实现还绿
于民、还美于城。”

今年 5月，该市举办了百姓看园
林活动，组织各界代表深入公园、广
场、道路绿地、社区绿化等现场观摩体
验。通过看现场实景、查资料照片、与
亲历者交谈，代表们纷纷称赞城市面
貌的巨大变化。

“公园城市+”
探索城市发展新理念

近日，平顶山市区出现许多别致
的花池，里面菖蒲、玉带草、百日菊等
绿植错落有致、随风摇曳，鹅卵石勾
勒出优美的弧线。花池模拟自然景
观打造，是一种特殊的园林绿化造景
方式——花境。

花境是一种生态型、节约型景观
形式，融入了“海绵城市”理念，土层下
铺设无纺布、碎石、砂砾等吸水材料，
可通过边缘孔隙收集雨水。满溢后，
雨水经专用管道渗入蓄水池。

除了绿化美化游园、道路外，该市
还将花境融入老旧小区提质改造，以

“增绿提质、裸地绿化、见缝插绿，建管

并重”的原则，推进“十示范、百推进”
工作，使越来越多的老旧小区“变身”
绿色宜居家园。

一处处花境提高了城市“颜值”，
让市民尽享绿色福利。这只是该市探
索“公园城市+”模式的形式之一。

公园城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是将绿
色空间与城市空间相融合、生活空间
与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复合系统，让城
市在公园里生活，让公园在城市里生
长，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新目标。

今年以来，该市坚持自然、开放、
共享理念，打破传统绿化壁垒，探索推
进公园城市建设，先后实施了“公园城
市+海绵城市”“公园城市+体育”“公
园城市+文化”“公园城市+健康”“公
园城市+教育”等工程，塑造出了独具
特色的城市园林意境。

“我们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契机，强化党建引领，探索
改革之路，采取行业管理、市场管养、项
目建设齐头并进的发展模式，打造出具
有地域特色的公园城市，切实提升市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冯建东介绍，如今，
平顶山市北部山区植绿网、新城增绿
带、老城插绿植、东城补绿量、东南部打
造生态园林水城等工程先后启动，一副
和谐美丽的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平顶山探索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处处园林满城绿

融媒工作室 出品

舆情暖焦点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继红 闫文瑞

今年国庆假期，受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和全
球文旅创作者大会之“红色旅游抖起来”宣传月影响，红色
主题游备受欢迎。以信阳新县为例，今年国庆假期，该县
红色游人数达46.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近30倍。

“打卡总书记视察地”成为全国各地游客的爆款选
择。黄金周期间，我省各景区、景点纷纷组织“洋溢幸福

‘中国红’一同观看阅兵式”、唱红歌、万人国旗传递登山赛
等富有创意的特色活动，激发了游客强烈的爱国热情。

国庆假期出行打卡

红色旅游“实力圈粉”

10月 1日，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来自湖北
的游客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是跟随着总书记的脚步慕名
而来，希望通过游览红色景区让孩子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把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长大后为祖国多作贡献。

10月 3日，来自信阳市光山县的向冰清和她的同
事，身着汉服穿梭在司马光油茶园里。她告诉记者：“趁
着国庆假期，我也追寻总书记的脚步来到油茶园。作为
一名光山人，看到家乡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自豪，以后在
工作中也会牢记总书记的教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0月 7日，在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很多游客不
约而同地在临河护栏处的观景平台拍照留念。来自安
阳的游客应先生说，他 12年前曾来过这里，“知道总书
记来这里考察，我也专门再来看看，发现草也绿了、水也
大了，这说明党和国家对生态环境非常重视”。

★听听游客怎么说

“国庆走基层打卡总书记视察地”系列报道一经刊发，
瞬间引爆朋友圈，仅国庆7天假期，该专题的点击量就已
突破100万。读者张德勇在后台留言，赋诗七首，下面来
赏赏其中一首：

新县田铺大塆村
田铺大塆农家乐，最美乡村新生活。

亲近山水索智慧，创客小镇情调多。

红土蓝天新景致，绿水青山古村落。

民宿旅途归乡梦，老家寒舍燃薪火。

★看看读者怎么赞

@瑞意盎然：总书记到我们家乡来，我们感到

骄傲、自豪！这次国庆节我也特意带着家人到郑

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走一走、看一看，与多年前相

比，确实有很大变化呀！

@笙箫：今年宝宝一岁半了，我和家人特意带

着宝宝在国庆节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感受有意义

的文化和景观，让宝宝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③8

★瞅瞅网友怎么评

爱在温暖中传递

新闻事件：10 月
7日，太康从小吃百家
饭 长 大 的 孙 明 理 兄
弟，在村边支起大锅，
宴请村里和敬老院的
部分老人。孙明理称，
我们从小吃百家饭，现
在长大了，要回报俺
村里人。

兄弟俩吃百家饭长大 节日宴请全村老人

10月 8日 9时，中国新
闻网首发相关报道，人民
网、新浪新闻、映象网等多
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 10 月 9日 17 时，
视频播放量达301万次。

传播数据： 301万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梅 实习生 张巧娟

新闻事件：10 月 1
日，两位前往兰考的热
心人，在过黄河浮桥时，
看到三名孩子陷入河滩
中，情况危急。河滩的
泥沙非常软，他们找到
一块大木板，勉强能够
站在河滩上，再利用木
棍，将孩子们拉上岸。

仨孩子河滩玩耍陷入泥沙中 热心人及时相救

10月8日17时，正能量
NＥＷＳ首发相关报道，大
河报、新浪河南、都市报道等
多家媒体微博转发相关报
道，截至 10月 9日 17时，视
频播放量达74万次。③4

传播数据： 74 万

鄂豫皖苏区首府

田铺大塆民宿

郑煤机工业园

黄河岸边临河广场

鄂豫皖苏区将帅馆

光山油茶园

黄河博物馆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记者
魏梦佳)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
在经历160多天的精彩后，于9日晚闭
幕。记者从北京世园局获悉,会后,北
京世园会园区将发挥“生态文明教育”
等四大功能,促进国际交流合作,让市
民游客共享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成果。

“热爱自然、顺应自然,要从了解
自然开始。”北京世园局常务副局长周
剑平表示,世园会园区的山水林田湖
草,包括各种生态因子都十分完备,生
态条件良好。为此,将来园区会打造
成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不仅能普及
各种植物知识,还能让人们了解农耕
知识、果树历史,学习中草药文化。

其次,北京世园会园区将打造成
为生态旅游、休闲度假的目的地。周
剑平介绍,目前世园会园区的配套设
施很完备,酒店住宿、餐饮等各方面
也达到相关需求,再加上市民将来去

园区越来越便捷,未来将立足园
区丰富的景观资源,举办系列活
动丰富游客旅游体验,使世
园会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
旅游休闲度假节点。

由于北京世园会举办
地延庆也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赛区之一。为
此,北京世园会未来也会
跟冬奥会的相关活动相
衔接,依托园区配套服务设
施及相关场馆,统筹利用好酒
店、公寓及园区配套服务设施等
资源,为参加冬奥会的工作人员
及观众提供住宿、办公、休闲等服务
保障,成为奥运会服务的保障基地。

此外,世园会园区还将成为产
业创新展示基地,协同延庆区共同
做好园艺产业发展的“绿色文章”,实
现产业的互融互促。

本报讯（记者 陈慧）10月 9日，为
期 160多天的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圆满落幕。记者从省林业
局获悉，我省在北京世园会举行期间
收获颇丰，位于中国馆内的河南馆获
得北京世园会中国省区市展区特等
奖，位于室外的河南园获得北京世园
会中华展园金奖。

据了解，此次国际竞赛包含室内
展区和室外展园2类、4项。在室内展
区展品评选中，河南馆参加角逐的展
品以洛阳牡丹、开封菊花、南阳月季、
驻马店荷花、郑州蝴蝶兰等河南特色
花卉为主，共获奖400项。其中，特等
奖37项、金奖83项、银奖136项、铜奖

144项。综合单品评奖、设计布置评
奖，我省与湖南展区、上海展区、山东
展区等6家展区一起被评选为北京世
园会中国省区市展区特等奖。

省种苗站副调研员崔向清说，在我
国各省区市及港澳台地区建设的34个
室外中华展园中，河南园获得了北京世
园会中华展园金奖的好成绩。

他介绍，我省高度重视北京世园会
参展工作，紧紧围绕本届世园会“绿色生
活、美丽家园”的主题，高起点规划设计，
精心建设施工，将“天地之中、汉字文化、
百家姓、艮岳造园技艺”等中原历史人文
信息贯穿展园，突出牡丹、菊花、月季等
河南特色花卉等重要元素，将中原历史

人文景观和特色花卉巧妙搭配，建成意
境深远、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精致展
园。北京世园会期间，河南园共有192
种54599株精品花卉苗木亮相，河南馆
共展出700种15000株（件）展品。在6
月23日至25日“河南日”活动期间，400
种800余盆花卉名品集中迎客，绽放出
河南花卉与文化的独特魅力，赢得了广
大游客“美翻了”“河南真中”等赞誉。

据悉，我省花卉栽培历史悠久，花
卉产业实体规模大，全省种植面积达
203万亩，居全国第三位，形成了豫西
洛阳牡丹、豫东开封菊花、豫中许昌苗
木花卉、豫南南阳月季、豫北濮阳鲜切
花等生产核心区。③5

“绿色盛宴”不说再见
北京世园会落下帷幕 园区后续利用“衔接”冬奥会

优秀！河南园河南馆斩获多项大奖

10月 9日，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闭幕式在京举行,演员在节目“收获礼赞”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翟健岚 摄

图为北京世园会园区内的妫
汭剧场。新华社记者 才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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