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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脱贫摘帽是

汝阳要爬的“山”。去年

年底，经过县级自评、市

级初审，汝阳县贫困退出

各项指标已全部达到标

准，初步具备脱贫摘帽

条件。

走基层

走老区看老乡 大别山中，金刚台下，里罗城因抗元英雄余思铭而
得名。商城起义的烽火在这里燃起，《八月桂花遍地开》

的红歌从这里唱响，开国将军陈明义、抗日英雄
赵崇德从这里参加革命，“红旗不倒大别山”的
丰碑在这里铸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光辉论断在这里验证，脱贫攻坚战在这里打
赢。如今，老区群众万众一心，里罗城内响彻着
决胜全面小康的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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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雄鸡唱晓，东方渐明。里罗城就
在那新年第一缕晨曦照亮的豫皖交界
处。出商城县城，沿着新铺的柏油马
路，仅 20多分钟车程，就抵达了第五
届“英雄里罗城·大别山民俗文化旅游
节”的主会场——余子店美食广场。

1929年12月25日凌晨，由商城起
义各路人马组建的红32师从这里出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破县城，随后成
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八月桂花遍地开》
的红歌应运而生，迅速传遍鄂豫皖苏
区，并随着红军征战传唱大江南北。

红军当年集结的小河畔，如今是
一排排白墙黛瓦的徽式别墅。整治一
新的小河溪水清清，微波荡漾，美丽小
村倒映其中，越发迷人。紧临河岸，颇
具田园风的舞台上，大喇叭里《八月桂
花遍地开》的歌声，随着山风传得很远
很远。

见到我们，正忙活着的商城县伏
山乡党委书记李献林迎了过来。这是
个身体魁梧、行动快捷、言语爽朗的山
里汉子，简短几句话，就把今年的民俗
旅游文化节介绍得明明白白：

与前四届相比，规模更大，活动范
围扩大到余子店、里罗城、七里山三个
村；时间更长，从元旦一直持续到 5
日；内容更丰富，除了传统的赏民俗、

品美食、购年货等内容，通过增加中式
婚俗展演，将近 5公里的山水田园景
观长廊穿珠成链；半山腰金刚天池上
刚刚建成的飞鹰滑雪场同时试营业，
让游客看得更精彩、购得更满意、玩得
更开心。

说话间鼓乐传来，婚礼开始了。身
着长袍马褂的新郎，骑着高头大马，领
着迎亲队伍，抬着大红花轿，跟着舞龙
长队，从这里出发，经过山货大集，一路
鼓乐喧天地“闹腾”到里罗城文化广场。

待嫁、迎亲、上轿、撒轿头、拜堂、
揭盖头、圆房酒等极具民俗味的婚礼，
不时赢来热烈的喝彩声。途中的双龙
拜城、拦路颠轿，还有推杯换盏的流水
席，更让游客大饱眼福、大快朵颐。

这边鼓乐喧天，那边清幽宁静。
从八一小学前的英雄广场出发，瞻仰
过抗日英雄赵崇德、开国将军陈明义
塑像后，里罗城村党支部书记陈启鑫
领着我们，踏上了红军走过的“初心
路”，途中与偶遇的商城三中高一学生
贺文举一家人同行。

薄雾迷离，飞瀑传声，金刚台若隐
若现。青松挺拔，红旗招展，里罗城红
绿辉映。红军路蜿蜒曲折、红军桥绝
壁飞架、红军井清水长流，伫立在红军
墓前，红军医院遗址附近山中传来松
涛阵阵，红军将士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的场景，瞬间在脑海中闪现。

小贺去年参加学校组织的红色研
学之旅后，学习越发刻苦，成绩提高很
快。趁元旦假期，父亲专门带着他和
家人一起重走“初心路”。

下得山来，在里罗城农家餐馆吃
过午饭的游客王海堂，爱上了这里香
高味浓的高山茶，走时特意让老板沈
同海给称上两斤带回去。

游客多了，大山里的高山茶、山茶
油、土蜂蜜、葛根粉都成了抢手货。连
续多年举办民俗文化旅游节、插秧节、
啤酒美食节，让藏在深山人不知的土
特产，如同这迷人的山水田园一样，俘
获了无数游客的心。

曾经陷于贫困的沈同海家，开起了
农家乐，游客来了能吃能住，家里的茶

叶、板栗也不愁
卖了，收入一年
比一年高。笑眯
眯的沈同海说：

“俺老两口在家，
比儿子媳妇在外务工挣得还多呢！”

清早就拉着一三轮车挂面来到山
货大集的贫困户何作海，此时车上只
剩了三五斤。他热情地招呼着游客，
还乐呵呵地抽空回应我们：“里罗城人
气越来越旺，我在家做挂面一年都能
卖个三四万块钱。明年翻建了房子再
开个农家乐，俺家就真的奔小康喽！”

何老汉爽朗地笑了，热闹的集市
上 ，幸 福 快 乐 洋 溢 在 每 个 人 的 脸
上。③9

【记者手记】
里罗城变了！山更绿了，水更清

了，群众腰包更鼓了，干部群众万众一

心奔小康的决心和勇气更足了。

里 罗 城 的 变 化 ，来 自 党 的 好 政

策。他们依托优美山水资源，招商引

来了大别明珠田园旅游开发公司，深

挖 历 史 文 化 和 红 色 资 源 ，注 重“ 红 ”

“绿”融合，坚持全域创建，把村庄变景

点，把田园变公园，把村民变股东，把

特色农产品变成旅游消费品，把闲置

民居改造成特色民宿，把农民劳动打

造成游客体验活动，让老区群众吃上

了“生态饭”，发上了“旅游财”，绿水青

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红色基因更滋养

着越来越多的人，铁心跟党走，快步奔

小康。③9

里罗城吹响小康集结号
新华社北京 1月 9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1月 9日就乌克兰客机在德
黑兰坠毁分别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基、伊朗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乌

克兰一架客机在德黑兰坠毁，造成全
体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对各国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本报讯（记者 谭勇）记者1月9日
获悉，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加强
我省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范维
修资金归集和使用程序。今后，申请
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将更便捷。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物业保修期
满后专项用于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
施设备的维修和更新改造所需储存的
资金，被称为房屋的“养老金”，关系到
物业的安全、正常使用和保值增值。

《通知》要求我省各地物业管理行
政主管部门严格按照“业主所有、专户
存储、专款专用、业主决策、政府监督”原

则，在本地受委托的商业银行开立物业
专项维修资金专户，不得以任何名义将
专项资金划转到非专户管理银行。

《通知》明确，河南省房地产开发
建设单位不得代收代缴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未按照有关规定缴存首期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
或者公有住房销售单位不得将房屋
交付购买人。对物业管理区域内出
现“电梯、消防等共用设施设备故障
损坏无法正常使用，屋面外墙渗漏，
楼体外墙墙面有脱落危险”等情形，我
省各地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
启动应急维修，接到申请后即时核准
并拨付专项资金。③8

本报讯（记者 王平）1月 9日，记
者从省卫健委获悉，今年，我省将进
一步全方位干预心脑血管疾病危险
因素，全面实施 30岁以上人群首诊
测血压，推动血脂异常检查纳入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高血压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最
主要危险因素。据专家介绍，根据我
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年）》要求，提倡全面实施 35岁
以上人群首诊测血压。今年我省将这

一年龄再提前，要求30岁以上人群首
诊测血压，发现高血压患者和高危人
群，要及时提供干预指导。

同时，研究表明，以高胆固醇为
主的血脂异常是导致冠心病、心肌梗
死、缺血性脑卒中的危险因素。血脂
管理与血压、血糖管理同样重要，血
脂异常检查列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之后，由政府提供资金，统一管
理大众的血脂水平，进一步为心脑血
管疾病筑牢“防护网”。③3

我省为防控心脑血管疾病再出实招

血脂异常检查将纳入基本公卫项目

习近平就乌克兰客机坠毁分别向
乌克兰总统、伊朗总统致慰问电

我省加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监管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月 9日，
《河南经济发展报告（2020）》（即《河
南经济蓝皮书》）出版暨培育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研讨会在郑州举行。

蓝皮书深入系统分析了 2019年
我省经济运行的主要态势，对 2020
年河南经济发展走势进行预测，并
公布了 2019年河南省辖市经济综合
竞争力、县域经济发展质量两个评
价报告。

蓝皮书指出，2019年，河南经济
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总体符合预期。初步预计，
2020 年，全省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

态势。
《2019年河南省辖市经济综合竞

争力评价》通过分析经济规模、发展速
度、科技创新等29个指标，得到省辖市
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在总排名中，
郑州市、洛阳市、许昌市仍排在前三位。

《2019 年河南省县域经济发展
质量评价报告》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规
模水平、发展结构、发展效益、民生幸
福、科技创新等角度出发，运用计量
实证手段对全省105个县县域经济发
展质量进行了分值计算和排名比较。
前 5位分别是新郑市、荥阳市、巩义
市、新密市、中牟县。③9

2020年《河南经济蓝皮书》出版
郑洛许经济综合竞争力仍领跑各省辖市

1月9日，郑州市交警一大队民警正在维护交通秩序。省“两会”期间，该大
队从严、从细、从实抓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创造安全稳定的交通环境。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李宗宽
本报通讯员 李晓波 吴会菊

汝阳县十八盘乡登山村，位于伏
牛山深山区，村如其名，全村 190 户
657口人分布在28座山梁之间。

“山高坡度大，地在墙上挂，滴水
贵如油，十种九不收，旱涝都成灾，要
啥没有啥。”这曾是登山村的真实写
照。

上世纪 60年代，时任村党支部书
记赵春兰带领群众向群山“宣战”，十年
改土、八年治水、七年综合治理，硬是在
荒山石头坡上修建了550多亩梯田，改
变了登山村缺粮少地、贫困落后的面
貌，创造了曾与红旗渠精神齐名的登
山精神。

1月 7日，记者来到登山村。在大
雪映衬下，远处山坡上的梯田层次分
明、高低错落，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
画卷。山脚下的登山展览馆里，400余
件珍贵实物、36份图片资料和 2万字
的文字资料，展示着当年村民战天斗
地修梯田的情景。

“干部干部，要先干一步，如果不

先干一步，就当不好干部”“条件差难不
倒，灾害多吓不倒，歪风邪气吹不倒，成
绩大喜不倒，荣誉高夸不倒”……赵春
兰老书记生前的诫语，让很多参观者
感慨万分。

荆新安在登山村长大，原本在栾
川县城有稳定的生意，收入颇丰。
2018年 4月，村里换届选举，他当选为
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以后，他把生意
交给孩子打理，全部精力都用在村子
里。回村近两年来，他回家仅4次。

在一代代登山村人的努力下，宽阔
整洁的道路修到了家门口，全村土地实

现整体流转，村民们种起了经济林和中
药材。2016年，该村实现了脱贫摘帽
目标。去年7月，总投资160万元的山
泉水厂投产，年产值可达50余万元。村
里的扶贫车间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三四
十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荆新安说：“随着汝阳县委党校分
校春兰干部学校的获批，建筑面积
1000平方米的教学楼春节后将开工，
登山村离打造干部教育基地和青少年
研学旅游基地的梦想更近了。”

在登山村向北遥望，隐约可以看
到国家重点建设水利工程前坪水库。
去年年底，该水库通过下闸蓄水验收。
根据规划，3年后该水库达到蓄水水
位，水面会到达登山村脚下，届时这个
村将彻底告别缺水历史。

“在水库建设初期，我们乡有 6个
行政村要易地搬迁。”陪同采访的十八
盘乡党委书记李军旗介绍。

2016年，李军旗调任十八盘乡党
委书记。在他的带领下，这个乡奋战
60天，完成了1145户移民群众的房屋
拆迁和搬迁、过渡安置任务。这段时
间，李军旗瘦了十几公斤，头发也白了

很多。几年过去了，搬迁群众不仅住
进了新社区，还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和
生态旅游脱了贫致了富。

登山精神已经顺着登山村穿村而
过的浑椿河，“流淌”进了汝阳县党员干
部的心中。

高质量脱贫摘帽是汝阳要爬的
“山”。近年来，汝阳县全县上下以登山
精神向贫困发起总攻。去年年底，经
过县级自评、市级初审，汝阳县贫困退
出各项指标已全部达到标准，初步具
备脱贫摘帽条件。

产业转型是汝阳要跨越的另一座
“山”。随着鸿路钢构、中电建、泰石岩
棉等一批企业落地投产，汝阳县朝着
建设全国装配式建筑暨绿色建材示范
基地目标迈进，洛阳南部生态涵养区
地位更加稳固。

汝阳县委书记潘峰说：“登山精
神是汝阳县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新时
代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建设富裕美丽幸福和谐新汝阳的
精神动力。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丰富
登山精神的内涵，让登山精神永放光
芒。”③8

登山村里话“登山”

1月 9日，中牟县弘亿
现代农业示范园热带花卉
温室内，工人正在培育花
卉。该园集高效农业、生态
观光、农产品采摘于一体，
建有日光温室 70余座，培
育花卉品种100余种。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上接第一版）“当下，鲜香菇一斤在 6
块钱左右，春节时还能再贵点。现在
换上养好菌的新菌棒，头茬香菇上市，
刚好赶上春节，能卖个好价钱。去年
春节时，我的香菇没长成，错过了季节，
少卖了不少钱，到现在我还在后悔。”老
杨对记者说。

“2018年老杨承包了3个香菇棚，
年底一算账，去掉水、电、菌棒等成本，
净收入 6万多元，他们家通过种香菇
脱了贫。尝到香菇种植甜头的他，今
年早早地算好了新旧菌棒换茬的时

间，争取有个好收益。”傅全义向记者
介绍起老杨的“脱贫经”。

时间转瞬之间到了中午，老杨和
乡亲们简单收拾过后，一起到村里王
小生家赴宴。婚礼现场热闹得很，大
家你一句他一句，谈论着王小生家的
喜事，但心里还惦记着自家的香菇大
棚。婚宴一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很快
不见了，村北的食用菌基地和村南的

旅游区里，不时响起爽朗的笑声和车
辆相遇的鸣笛声，新庄村到处呈现出
人勤业兴的景象。

“卢氏县是国内五大优质香菇生产
基地之一——豫西南片区的核心区域，
香菇产业蓬勃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支
柱产业。近几年，县里大力实施金融扶
贫，引进了信念集团、金海生物等食用
菌龙头企业，龙头带动、合作社组织、基

地承载，协力推动食用菌产业发展。
2016年以来，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由
182家发展到1426家，产业增收大棚由
百余座发展到3290座，产业基地也发
展到375个，食用菌由1亿棒增加到2.2
亿棒，带动了全县贫困户实现稳定脱
贫。”傅全义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

走在积雪覆盖的山路上，老杨心
里的“小算盘”又拨拉开了：听说今年鲜
香菇比前两年价格上涨，就按照1斤涨
0.5 元算，春节就能多收入七八千元。
算到这里，老杨忍不住笑出了声。③6

菇农老杨的新年“菇”算

本报讯 1月 8日，由中国出版协
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主办，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
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

“阅读X”论坛在北京举行，现场公布
了 2019首届“未来书店”评选活动获
奖名单，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
文化路第一小学校园阅读中心成为
全国10家获奖书店之一。

大河书局文化路第一小学校园阅
读中心探索校园与用户连接新模式，
书店既可为学生及周边居民提供免费
学习场所，又承担校园阅读课的活动举
办及图书供应的职能，独特的“两扇门”
架起了校园与社会交流的共享平台，
是中小学校园新服务模式示范案例。

当晩，由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
办，百道网承办，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冠名赞助的“2019新时代杯·
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活动上，公布
了 2019中国书店年度致敬名单。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书局旗下的大河
书局经纬店获得“年度社区书店”称号。

大河书局负责人李建峰在“阅
读 X”论坛上作了“建设校园阅读中
心打造智慧阅读新典范”的主题演
讲，介绍了新形势下党报传媒集团在
非报产业经营方面以“互联网+教
育+文化”开展的创新实践，受到与会
代表的高度称赞。

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是河南
日报报业集团全资子公司。针对学
校及学生阅读中存在的对学生的阅
读习惯培养不够、整个社会缺乏阅读
氛围、学校和社会对学生阅读服务不
够到位等问题，大河书局提出了针对
性的解决方案，将学校原有图书馆改
造为校园阅读中心，阅读中心集阅读
课、图书馆、阅览室、四点半课堂、校
园书店功能于一体，有效解决了学校
图书馆存书量不足、更新慢、借阅率
低的问题。③6 （本报记者）

大河书局斩获“未来书店”
“年度社区书店”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