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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寨村是‘中国第一锦鲤
村’，有2180多亩鱼塘，
全村2300多人有2000
多人养殖锦鲤。

●● ●● ●●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1 月 1
日，记者从省民间文艺家协会获悉，
在近日举行的河南老字号（中原贡
品）创新升级工作会议暨第七批“河
南老字号”、第六批“中原贡品”授牌
仪式上，第七批 96家“河南老字号”、
第六批7家“中原贡品”名单公布。至
此，我省认定的“河南老字号”达 377
家、“中原贡品”达94家。

杞县李记红薯泥、郑州李氏密
瓷、开封市冯氏筋骨医术、濮阳市靖
记刮脸铺……新认定的“河南老字
号”“中原贡品”保护名录涵盖了餐
饮、工艺美术、中医药、商业服务等行
业，这些“河南老字号”“中原贡品”传
承独具匠心的技艺和服务，体现诚信
经营的商业文化，是传统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

据悉，2007年以来，省民间文艺
家协会把“河南老字号、中原贡品”
的调查、申报与认定列入河南省民
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项目，保
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已逐渐形成
河南传统文化特色和地域品牌效
应。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相关负责人
说，老字号、贡品是集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的特有
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商业价值。我省深入开展“河
南老字号”“中原贡品”抢救保护工
作，在助推文化旅游产业构建、推
动地域特色品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
作用。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郑州机场国
际货运网络再添新军。11月 1日，记
者从河南机场集团获悉，10月下旬，以
色列 CAL 航空开通特拉维夫经列日
至郑州全货机货运航线，这是以色列
到郑州首次开通货运航线。

10月 25日 2：22，以色列 CAL航
空公司5C811航班顺利降落郑州新郑
国际机场。这是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
首个全货机货运航线。以色列 CAL
航空公司是一家全货运航空公司，总
部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主要从

事国际定期、包机空运服务，服务种类
涵盖普货与各种特殊、特种货物。特
拉维夫经列日至郑州航线执飞机型为
B747-400全货机，最大业载 105吨，
每周不定期执飞 2班，主要运载欧洲
汽车零配件与邮件货物，回程将集输
来自全国的货物。

截至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货运
航空公司 21 家，开通全货机航线 34
条，货运通航城市 40个，基本形成了
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
要经济体的货运枢纽航线网络。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谭亚廷 罗文保

网购已司空见惯，然而，在网上买
到活蹦乱跳的锦鲤，你尝试过吗？

11月 2日早晨，不到 8点，位于南
阳市镇平县侯集镇的长彦观赏鱼养殖
基地内已是车水马龙，挂着全国各地
牌照的车辆按照引导员的指挥，将车
停放到位。

基地负责人李长彦笑着说：“池塘
里游的可都是‘贵族’。”德国秋翠、日
本大正……名贵品种的锦鲤让远道而
来的顾客惊喜不已。

“我昨天下午就到这里了，实地
挑选锦鲤，可以卖得更火爆。”来自广
州 市 区 做 金 鱼 销 售 生 意 的 黎 先 生
说。像黎先生这样的外地顾客，每个

月都要“飞”过来一次到两次，这里的
锦鲤种类全、价格实。说话工夫，就
有 20 多个客户通过淘宝、微信下了
订单。

李长彦说：“基地所在的向寨村是
‘中国第一锦鲤村’，有 2180 多亩鱼
塘，全村 2300多人有 2000多人养殖
锦鲤。”

一不临海二不靠湖的向寨村，缘
何与锦鲤结缘，还帮助村民打开了致
富门？

1982年，向寨村的李广志在镇平
县城鱼市上看到了售卖金鱼的商机，
成 为 村 里 第 一 个 养 殖 金 鱼 的 人 。
2006年，李长彦引进了高端锦鲤，由
于缺乏经验和技术，以失败告终。但
是，李长彦并没有气馁，他潜心研读锦
鲤养殖书籍，外出请教养殖专家，经过
半年多时间，终于成为向寨村第一个
成功养殖高端锦鲤的人。乡亲们也纷
纷开始养殖锦鲤。

2012年大学毕业后，向寨村的高
坤放弃了城市里的高薪工作，回村里
开了一家淘宝店，想借助互联网把锦
鲤销往全国各地，可锦鲤的长途运输
成了“拦路虎”。乡亲们把锦鲤拿到县
城的物流公司，都被拒绝了。

李长彦和村里的年轻人经过研究
和反复试验，设计了一种为锦鲤量身
打造的“安居房”，根据锦鲤体形的大
小，“安居房”分好几种“户型”。将锦
鲤装进特制的包袋内，装水、充氧气、
热合密封，然后放进泡沫箱里。夏天

用冰袋，冬天用“暖宝宝”，让锦鲤的
“旅途”四季如春，路上更经得起“折
腾”，就这样，小锦鲤“坐上”电商“快
车”走进千家万户。

一个人富不算富，全村人都富才
算富。长彦观赏鱼公司通过“党支
部+公司+贫困户”的模式，以入股分
红、到户增收、电商带贫等途径，带动
268户贫困群众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幸
福路。

现在只需动动手指扫二维码就
能让钞票进入口袋，原本不懂网络
的村民已成了“码商”，干劲儿越来
越大。对以后的发展，李长彦更是
信心满满，在养好鱼的同时发展乡
村生态旅游，带动周边更多的乡亲
致富。

家家有鱼塘、户户养锦鲤，美丽的
锦鲤“游”出了脱贫奔小康的大产业。
向寨村所在的侯集镇目前有约一万亩
水面，年产观赏鱼 5.2亿尾，年产值近
8亿元。③5

基层亮点连连看

我省新增100多家
“河南老字号”“中原贡品”

以色列到郑州首次开通货运航线

锦鲤乘“专车”“游”向全中国

11 月 1 日，许
昌市古槐街学校教
育集团举办“校园
科技节”活动，让学
生们感受科学探索
的乐趣，激发创新意
识和探索精神，推
进素质教育。⑨3
牛书培 摄

小小科技迷

（上接第一版）二是于 9月 25日和郑
州大学、河南科技学院三方合作成立
新乡先进制造研究院，联合打造智能
制造生产示范线。孟电集团聚力创新
引领，始终坚持走转型升级、提质发展
的道路，助推新乡经济高质量发展。
孟电集团在创新发展道路上又一次发
挥了示范引领和领头雁的作用。

二、奉献3.6亿元、十年四大
步，把南李庄群众带到“福”路上

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范海涛于
2008年按照组织安排被任命为辉县
市孟庄镇南李庄村党支部书记。该村
虽地处城郊，却“守着黄金地，过着穷
日子”，村民多以种菜卖菜为生，原来
人均年收入不足 1000元。范海涛每
天回家看到村里进出只有一条路，还
是坑洼不平、污水横流，村民 60%以
上的房屋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
的土坯房，贫困使村里男子娶不上媳
妇。由于村级组织建设薄弱，村干部
能力不强，导致矛盾突出，上访不断。
孟电集团党委认为，是党的好政策和
群众的大力支持，企业才做大做强
了。不能光顾自己致富，还应该带领
群众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责任感是企业家的基本素
质，孟电集团党委时刻为群众谋利益，
为百姓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是民营企
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
党的突出体现。孟电集团党委从群众
最迫切最需要的事情做起，10年来先
后奉献了 3.6亿余元，走了四大步，把
全村群众带到了“福”路上。

（一）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各种难题
为解决南李庄吃水难，2008 年

冬，集团出资 80多万元，为村里打深
水井，为每户架设自来水管，让全村群
众告别了世世代代吃水难的历史；为
解决南李庄出行难，2009年，集团又
出资20多万元，把村里通向城里的主
干道拓宽铺成水泥路面，解决了多年
来出行难的问题；修建了群众健身活
动场地，解决了群众文化娱乐场所难
的问题，帮助全体村民参加了养老保
险，解决了群众养老保障问题等。短
短两年多时间，孟电集团党委为群众
办好事办实事就奉献了100多万元。

（二）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孟电集团党委走访了解到，南李庄

村老百姓做梦都想住上新房子，范海涛
曾问村民：“靠群众自身力量能不能建
成新房？”村民答：“80%以上的户没有
这个能力。”范海涛又问：“如果只出一
半钱呢？”村民答：“50%以上的户还是
建不起。”范海涛心情沉重，回到家里同
父母讨论，到企业同领导班子研究，最
后统一了思想：由孟电集团出资无偿为
群众盖新房、建新村，于2010年春节后
实施拆旧村建新村的工程。由于这件
事得民心、顺民意，仅仅用5天时间就完
成了整村拆迁，仅用8个月就完成了新
村建设，仅用1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房屋
装修。2011年春节前夕，全村 351户
群众高高兴兴地住上了每户270平方
米~290平方米具有燃气、暖气的复式
别墅。为此，孟电集团奉献了1.6亿元。

（三）实现群众充分就业
不仅要让群众住上好房子，还要

让群众能就业、收入高。群众住上新
房后，节约了70余亩土地。孟电集团
党委决定在节约的土地上投资 3000
万元建设家居建材城一期和服务中
心，2014年又投资1.48亿元建设家居

建材城二期和农贸市场，同时，建立股
份合作社，村民以土地入股参与分红，
至此，南李庄群众人均年收入突破 3
万元，村集体年收入达到 1500万元。
为此，孟电集团奉献了1.78亿元。

（四）解决群众养老难
群众住上新房实现充分就业后，

范海涛又发现了新问题。有的家庭子
女忙于打工，没精力照看老人；有的家
庭存在利益矛盾，老人生活不幸福；有
的家庭收入条件相对差，老人生活质
量不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孟电集
团党委决定建设南李庄老年公寓，规
定70岁以上老人自愿入住，仅象征性
收取每月 100元生活费，极大地提高
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真
正实现了老有所养。为此，孟电集团
奉献了250多万元。

不仅如此，孟电集团党委立志用
10年建成“幸福南李庄”。2015年年
底制订规划，明确五大目标，即就业与
收入、教育与素质、健康与长寿、环境
与和谐、集体经济与集体收入。还提
出了 20 项举措，包括从支持个人创
业、培训就业技能，到教育学历；从提
高精神生活质量、养老医疗质量，到完
善生态环境，倡导和谐相处；从壮大现
有集体经济，到开辟新的集体产业
等。10年规划确立了南李庄村今后
发展方向，将努力走在乡村振兴前列。

三、帮带贫困地区、贫困群
众，努力实现群众脱贫并致富

孟电集团作为民营企业，积极回
报社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10多年
来，集团党委帮扶社会弱势群体，设立
教育基金，关爱贫困职工，慰问社会福

利院等共投入资金达 5000 多万元。
有人对他们的行为不理解，范海涛说：

“我是共产党培养的民营企业家，企业
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党分忧，尽可
能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一）勇担社会责任踏上帮扶之路
在群众眼里，哪里有困难，哪里就

有孟电。十多年来孟电集团党委先后
投入200多万元教育基金，资助了400
多名贫困学生圆梦大学；出资80多万
元，为省级贫困村辉县市南村镇东村
修建蓄水池，解决了长期困扰该村的
人畜饮水问题；向玉树、汶川地震灾区
捐款 165 万元，积极支持灾区建设；
2006 年起每年投入资金 30万元，中
秋、春节慰问帮扶新乡市102名新中国
成立前入党的特困党员；连续八年每
年出资50万元，帮扶新乡市贫困职工；
为新乡市社会福利院捐赠价值10万元
的 救 护 车 和 20 万 元 爱 心 资 金 等 。
2016年出资4000万元捐建孟电小学，
解决了周边 2000多名适龄学生就近
入学问题。2016年 7月辉县市遭遇特
大暴雨，孟电集团带头为困难群众捐
款50万元。主动慰问辉县市970名环
卫工人，提升低收入群体幸福感。孟
电集团党委高度关注城市低收入群
体，2018年春节前，孟电集团党委积极
开展献爱心送温暖活动，为辉县市970
名环卫工人每人备了一份年货，共计
30万元，让他们过了一个温暖、幸福的
新年。刚开始环卫工人以为是政府慰
问，后来得知是孟电集团所为，大家都
非常感动，在辉县市引起极大反响。

10多年来，孟电集团党委回馈南
李庄村、投入乡村振兴、扶贫助困、社
会公益等事业的资金达4亿多元。

（二）响应国家号召实施精准扶贫

对接市委扶贫新举措，认领帮扶
辉县市 1.2万贫困人口。辉县市委为
了充分发挥金融在扶贫攻坚工作中的
撬动、引领和支撑作用，探索出将扶贫
资金投入银行、以信贷资金投入企业、
以企业盈利分红贫困户的新型扶贫办
法。孟电集团党委主动认领了全市约
60%、共 1.2万贫困人口的扶贫任务，
把 1.2亿元扶贫资金投入到优势产业
上。为保障扶贫资金持续增值，孟电
集团不断加大企业生产管理，以企业
提质增效来保障扶贫资金高效运转。
产生收益后，每月定期返还给贫困户，
确保贫困群众有稳定收入。2017年
已实现每人每年增收1200元，再加上
其他扶贫项目，使辉县市1.2万贫困户
全部实现脱贫。

主动认领孟庄镇、常村镇 600贫
困户，扶贫帮带成常态。党的十八大
以来，孟电集团党委响应中央号召，
主动自觉参与扶贫，他们与孟庄镇、
常村镇政府一起结对帮扶贫困户，其
中常村镇 400 多户、孟庄镇 177 户，
共 600余贫困户。每年春节前夕，镇
政府和孟电集团相关人员一起，给每
个贫困户送去 400 元慰问金及米、
面、油等生活用品。此外，孟电集团
党委还帮扶孟庄镇梁村 3户残障、无
劳动能力的特困户，以扶贫工资卡的
形式给每个贫困户每月 300 元基本
生活保障费用，全年合计 3600元，再
加上扶贫项目帮扶，实现特困户真脱
贫、脱真贫。持续帮扶社会特困户徐
梅红、“春雷女童”赵嘉谚等，及时解
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用范海涛
的话说：共产党不会看着任何一家人
生活过不下去！

主动结对省级贫困乡，加快实现

脱贫。拍石头乡地处辉县市北部太行
深山区，山高石多土地少，属省级贫困
乡、革命老区，群众吃水出行很困难，
年轻人嫌条件太艰苦，纷纷外出务工，
留守老人、妇女和孩子较多，特别是孤
寡老人无人照料，守着大山熬日子，一
日三餐难保证。孟电集团党委积极响
应国家扶贫号召，主动和拍石头乡结
成帮扶对子。2016 年投资 600 多万
元建成拍石头乡敬老院，内设卫生院、
标准间、餐厅厨房、娱乐室、浴室、健身
广场等功能设施，可入住 120 位老
人。把全乡的孤寡留守老人集中供
养，解决了外出务工群众的后顾之忧，
释放了山区劳动力。

2018年，孟电集团党委联系帮扶
拍石头乡拍石头村发展特色种植业、
养殖业和乡村旅游等扶贫项目，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已投入资金120万元，
种植了 3000多棵冬桃树，建成 7座香
菇大棚和 1 座养鸡场。2019 年春节
前夕，孟电集团党委专程为拍石头村
的 34个贫困户送去每人 300元慰问
金和慰问品；为拍石头敬老院送去猪
肉、米、面、油等慰问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
上强调，民营企业家要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弘扬企业家精神，做爱国
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
的典范。社会责任感对企业来讲绝不
是一句空话，孟电集团党委在做大做
优做强自己的同时，切实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与企业发展结合起来，
从而带动更多人致富，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为中原更出彩、共筑中国梦贡献
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新乡市委党校）

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新中国峥嵘岁月

·

新华社北京 11月 3日电 我国实
行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
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对
大中型国有企业，先后实行了扩大企
业自主权，推行承包制、股份制等改革
探索，取得了一定效果。中共十四大
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
革目标后，从 1994 年起，国有企业改
革开始进入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阶段。

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国有企
业改革方向，提出力争到 20世纪末大
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
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目标，
从而将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到攻坚阶
段。十五大后，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全面展开。

1999年 9月，中共十五届四中全

会进一步集中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和发
展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确定了到 2010 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
展的目标。

在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下，
国有企业改革大步推进。在改革的推
动下，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大幅度增加，到 2000年底，1997
年亏损的 6599 户国有及国有控股大
中型企业，已减少70％以上；国有及国
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 2392亿元，
比 1997年的 806亿元增长 1.97倍；国
有小企业也实现利润 48.1 亿元，结束
了连续 6年净亏损的局面。许多长期
处于困境的国有企业开始走出低谷，
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十五
大提出的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
改革三年脱困的目标。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记者从11
月 1日举行的由开封市政府与中关村
软件园联合主办的 2019 数字文化大
会上获悉，《开封市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这
是我省出台的第一个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

《规划》明确了开封市未来 5年数
字经济发展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发展
重点和重大工程，加快布局数字经济
产业，着力优化数字经济生态。

开封市未来 5年数字经济发展总
体定位是构建数据收集、开放、共享样
板市，突出开封“文化+”特色，着力打
造全国数字文化高地，与郑州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共同打造郑开双创走廊
数字经济核心增长极。

《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开封市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35%左
右。县城以上区域实现 5G网络全覆
盖，窄带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数字经
济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智慧城市体系
初步建成，引进 2—3个数字产业龙头
企业，初步构建开封市数字经济产业
园、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城市数字人
才学院，形成较为完善的政府治理和
信用开封体系，基本实现全市政务数
据资源汇聚共享；到 2025年，全市数
字经济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占GDP比重 50%左右。数字经济
基础设施和智慧城市体系建设完成。
基本完成制造业、服务业等重要领域
数字化转型，实现各领域数据开放共
享和跨领域应用开发。③5

开封出台我省首个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打造全国数字文化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