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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彩出出 河南圆梦 康康小小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专家人才 行 动在

住钱袋子 好幸福家守守 护护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刘玲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提醒
市民远离非法集资”……这样的提示
语在郑州银行各营业网点的电子大屏
上不停滚动播放。在大厅内，工作人
员不断把“远离非法集资”的宣传彩页
发放到客户的手中，时而还驻足讲
解。6月 17日，记者走访发现，银行宣
传打击非法集资的活动已全面展开。
在银行工作人员看来，正规金融机构

“敞开正门”是“堵住偏门”的良方。
郑州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专员告

诉记者，郑州银行将打击非法集资活
动融入日常工作，成立了由行长任组
长，各部室负责人任组员的排查整治
工作专项领导小组，全面杜绝行内出
现非法集资。

当前，非法集资的花样不断翻新，
迷惑了不少市民。在该专员看来，辨别
非法集资并不难。“投资者首先要看回
报率是否过高，这可对照银行贷款利率
和普通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来判断，国家

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是不得高于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4倍的
不受法律保护。”该专员告诉记者，企业
通常的年利润率不会超过 20%，宣称
收益率高于20%就值得怀疑。有集资
者宣称的“快速致富”“高回报、零风
险”，极有可能是“请君入瓮”的非法集
资陷阱，投资者一定要认识到“天上不
会掉馅饼”，面对亲朋好友“低风险、高
回报”的投资建议和反复劝说，要多与
正规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士商量，审慎决
策，防止掉入“陷阱”无法脱身。

“‘开正门’‘堵偏门’是全面防范
和打击非法集资的有效方法。”该专员
说，“李逵满街跑，李鬼自然就没有生
存空间了。”

郑州银行将于6月 28日正式上线
郑银理财家平台，努力给客户打造“一
站式”理财交易平台，帮客户缔造更美
好的财富生活。不过，该专员提醒广
大消费者，即使在正规金融机构投资，
也要认识到，理财不是存款，投资依然
有风险。③8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王志
强）打铁必须自身硬。6月 17日，记者
了解到，新郑市纪委监委出台管理办
法，首次为全市 268 名纪检监察干部
建立廉政档案，精准掌握纪检监察干
部日常行为动态，把好干部选拔任用
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关”，锻造一支“忠
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精准画像，实现建档全覆盖。新郑
市纪委监委坚持客观、真实、准确、全面
的原则，从干部基本信息、个人有关信息
报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情况、受组
织处理和党纪政务处分情况等 8个方
面，一人一档，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建立
廉政档案，切实摸清干部廉情底数。

双管齐下，强调规范化运行。新

郑市纪委监委干部监督室相关负责人
介绍，纪检监察干部廉政档案在每年
集中填报一次的基础上，根据职务变
化、单位调动、事项变更等情况，进行
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确保档案准确有
效。同时，按照干部档案相关管理制
度，明确调阅程序，严禁私自查阅、摘
抄、复制，确保档案管理安全。

统筹运用，发挥档案权威性。新
郑市纪委监委定期对廉政档案进行分
析研判，为纪检监察干部个人业绩评
定、选拔任用、奖励惩处和开展民主生
活会、巡视巡察、专项治理检查提供重
要依据，对发现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
题和廉政风险情况的纪检监察干部，
及时“咬耳扯袖”，严防“灯下黑”。③4

廉政档案把好纪检监察干部
廉洁“方向盘”

“敞开正门”才能“堵住偏门”
□本报记者 赵同增

种植金银花，致富千万家。6月
15日上午，在封丘县黄德镇贾庄村的
金银花田里，花农正忙着摘“金”采

“银”。随着她们灵巧的手指上下翻
飞，一朵朵娇嫩的花朵被快速收入囊
中。

“一年花开六茬，亩产 150公斤，
亩产值3万元以上，亩利润超过1.5万
元！”看着金银花欣欣向荣，贾庄金银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刘保彬更
是心花怒放。

刘保彬说，封丘县金银花长得
好，多亏了省科技特派员、河南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建军。
是他扎根花田十多年，义务向群众推
广良种良法，才让当地金银花产量、
品质大幅提升，成了名副其实的“金
银花”，助力周边 800 多户群众摘下

“穷帽子”。
2009 年，李建军作为河南省和

新乡市科技特派员，到封丘县农村科
技研究开发推广中心挂职。当时，县
南部金银花点片死亡现象严重，县北
部金银花病病歪歪，一年只开两三

茬，平均亩产只有 50 公斤。种植金
银花投入高、产出低，让花农伤透了
心。

“主栽品种多年不更新换代，已
经严重‘老龄化’，不能满足生产需
要。”经过深入调研，李建军开出了

“药方”：只有选育抗病良种，再进行
良种良法配套技术推广应用，封丘金
银花才有可能重获生机。

李建军从全国各地收集金银花
主栽品种和野生品种，建立了占地 5
亩的金银花资源圃，再对资源展开评
价，进行定向选择，最后实施杂交，育
出具备“父母双方”优势的后代。这
是一项单调、枯燥的工作，李建军带
领团队住在花农家、泡在花田里，干
了一年又一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5年，新品
种“豫金1号”“豫金2号”通过省级鉴
定；前不久，“豫金3号”和“特蕾1号”
又获得我省中药材品种鉴定证书。4
个新品种一问世，就凭着抗病高产优
质的出色表现，受到广大花农的欢

迎，今年种植面积已达6300多亩。
金银花烘干，是另一件让花农头

疼的大事。以往，花农要在“三伏天”
生起煤球炉，在高温“桑拿房”里烘干
金银花。但这种方法效率不高，且烘
出的金银花失去“本色”品相变差。
李建军采用低温阶梯静止烘干工艺，
指导刘保彬共同研发出高效、智能、
绿色的新型烘干机，一举淘汰了传统
的烘干模式，降低了花农的劳动强
度，提高了金银花的品质。

在李建军团队的推动下，封丘县
金银花种植打破“天花板”，进入“新
天地”。

这时，李建军却悄悄开辟了“第
二战场”。他为新乡博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等企业提供技
术支撑，研发出代用
茶、固体饮料、压片糖
果 3大系列 30多种金
银花深加工产品；扶持
新乡市业大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把产

品推向省内外、国内外。
“工业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把金银花工业做大做强，构建金银花
全产业链条，才能让金银花农业更上
一层楼，让农民金银花不完。”李建军
说，他的团队正在开发金银花漱口
水、牙膏、饲料添加剂、化妆品等产
品，要把金银花的茎、叶、花蕾，乃至
挥发性香气成分综合开发利用，生产
出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多领域促进
健康事业发展，同时提供更多就业、
创业机会，让更多群众从“脱贫路”走
上“小康路”。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通讯员
孙策 马明）6月 16日中午12点，随着
一声鸣笛声，黄泛区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黄泛区实业集团”）从
国内购买的 4套大型卷盘喷灌机，搭
乘中部地区首趟直达乌克兰的中欧
班列，从中铁联集武汉中心站出发，
将跨越 8000公里、历经 15天抵达乌
克兰首都基辅。

作为河南农业“走出去”的排头
兵，黄泛区实业集团是我省最大的

农垦龙头企业，拥有全国先进的种
子研发培育技术和现代化畜牧养殖
技术。2013 年，在“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下，黄泛区实业集团在乌克兰
成立中乌泛达农业有限公司，并全
力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农业产业示
范园区。

目前，黄泛区实业集团在乌克兰
的投资已超过1亿元，拥有土地8.7万
亩，其中农业用地 5.8 万亩、森林 2.9
万亩，业务涉及种植、养殖、木材加

工、农产品深加工、进出口贸易等。
黄泛区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宋根川介绍，购买卷盘喷灌机是为
了更好地支持中乌泛达农业有限公
司在当地开展蔬菜、中药材等经济作
物种植，建设乌克兰园区高标准示范
田，拉动我国农用物资、农业机械出
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对实现我省农
业技术、产品输出与推动乌克兰农业
提质增效，全面提升黄泛区实业集团
的整体实力和河南农业“走出去”形

象具有重要意义。
黄泛区实业集团境外投资部主

任翟金中告诉记者，中欧班列（武汉
—基辅）直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
比海运节省近一个月时间。此次通
过中欧班列（武汉—基辅）运送的喷
灌机具有移动方便、操作简单、省工
省时、节水效果好等优点，能够有效
满足农作物生长的水分需求，提高当
地农作物产量，是理想的节水灌溉机
具。③8

搭乘首发车，黄泛区喷灌机助力乌克兰农业发展

河南农业“走出去”又有新成绩

科技特派员为封丘群众脱贫致富授良方

种上金银花 金银花不完

光山县寨河镇大塘寨村千年板栗园古树连片成林，蔚为壮观（6月 14日摄）。该村将农耕文化与
乡村旅游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栗旅融合”奔小康的新路子。⑨6 苏平 摄

“焦作黄河生态文化建设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系列”之四

以生态文旅廊道建设为抓手走出发展新路子
□陈学桦 马愿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黄河保护”成政府工作报告热词，报
告提出要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很多代表委员建
言献策，以沿黄生态文化带建设为抓
手，推动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讲
好“黄河故事”。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文明传
承的重要区域，焦作抢抓机遇，加快推
进郑焦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廊道建设

“重头戏”，努力走出一条焦作特色的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新形势，打造生态文化
旅游廊道新亮点

驱车行驶在武陟县黄河滩区“四
好农村路”王园线，道路宽阔整洁，路
两旁绿树成林、草丛茂密。

“王园线东起武陟县，途经温县滩
区，终点止于孟州，横贯黄河滩区，是
我市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廊道建设的重

要通道。”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依托“四好农村路”王
园线，建设具有文化、旅游、休闲、健身
等多功能的百里景观长廊，积极打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亮
点。

早在2019年 6月，焦作出台了《关
于实施“两山两拳”战略构建“一带一
路”重点节点黄河文明重大亮点暨打
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支撑点的意
见》，标志着该市正式启动了黄河生态
文化旅游廊道建设。

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编制了
郑焦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与
沿黄县市谋划了黄河生态与太极文化
融合新区、嘉应观黄河生态文化旅游
区、韩愈文化旅游产业园等重大文旅
项目。其中，黄河生态与太极文化融
合新区、嘉应观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区

入选了 2020 年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项目库。

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廊道自然天
成、处 处 皆 景 。 焦 作 对 王 园 线“ 赋
能”，通过在全线设立文化旅游标识
标牌系统把郑焦两市沿黄 149个景区
点、文物遗址、黄河景观等旅游点串
联起来，为游客提供休闲旅游、健身
康养的好去处，带动沿线一二三产业
协同发展。

焦作与郑州达成共识，在王园线
起点、终点以及郑焦桃花峪黄河大桥、
郑焦荥阳黄河大桥、温县黄河大桥与
王园线交叉地段附近各设立 1块总索
引牌，介绍焦作黄河生态文化旅游概
况和廊道情况；在廊道两侧设立约 40
个景观展示导引牌，用于引导游客。

不仅如此，焦作还以黄河百里生
态文化长廊为主，设计了黄河文化游、

黄河研学游、黄河康养游等多条精品
旅游线路，以点带面、串点成线，提升
廊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打造黄河
生态文化旅游品牌奠定坚实基础。

新机遇，奏响文化旅游
融合“三部曲”

6月 6日，云台山景区迎来全省18
个地市免门票活动的首个周末假日。
科学把握疫情后市场回暖的节奏，焦
作围绕“开源引流”的核心思路，实施
了精准分级分阶段营销计划。

云台山、青天河、青龙峡、陈家沟
等景区采取抱团方式，联合宣传营销，
推出对全国医护工作者 2020 年全年
免门票的优惠政策。

云台山景区分批次推出“健康自
驾游 畅玩家乡月”免门票活动覆盖全
省；5月 20日至 6月 7日，青天河景区

结合博爱县第十三届樱桃节面向全国
游客免门票；6月 1日至 6月 30日，太
极圣地陈家沟面向全市免门票，让游
客乐享康养之旅……

当下，焦作通过练内功、打基础、
优策略、蓄后劲，调整了营销思路，打
出了多套组合拳，制定了“三部曲”计
划，奏响了文化旅游融合高质量发展
新乐章。

第一部曲：修炼内功，夯实基础。
景区深入思考挖掘市场潜力，查找景
区及目的地品牌短板和不足。快速搭
建短视频、直播、VR等多平台形式营
销战略，提升线上内容的原创力与传
播力。

第 二 部 曲 ：储 备 项 目 ，蓄 积 后
劲。把项目建设作为推动景区和目

的地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谋划精品
项目，抢抓短平快增收项目。云台山
景区加快实施云藤精品帐篷营地、飞
拉达铁道攀岩、盘古云台等项目。青
天河景区谋划了樱桃岭综合服务区、

“崖上人家”高端民宿、3D高空玻璃桥
等项目。

第三部曲：凸显优势，创新策划。
疫情之后，康养旅游将迎来新一轮爆
发式增长。焦作旅游独特的生态资源
以及太极拳文化恰是塑造康养旅游目
的地的核心优势，陈家沟景区以健康
养生为主题，策划太极拳发源地健康
养生全域游、诗歌朗诵、演唱会等活
动。

又一文旅盛会即将在云台山景区
拉开序幕：6月 21日，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焦作市政府
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将
在云台山景区开幕，向全世界讲述“老
家河南”的精彩故事。

李建军在查看
金银花长势。⑨6
赵同增 摄

美美““栗栗””乡村乡村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以前车主
经常要为在前挡风玻璃右上角粘贴和
去除车辆检验标志而费心，今后这件
麻烦事可以避免了。6月 17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按照公安
部交管局安排，作为第二批推广应用
省份，6月 20日起，河南全面推行机动
车检验标志电子化。

据介绍，推行机动车检验标志电
子化，是指由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全国
统一的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
（www.122.gov.cn）、“交管 12123”手
机 APP发放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为机
动车所有人、驾驶人以及相关行业和
管理部门提供电子证照服务。

如何申领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警方介绍，对办理注册、转移、变
更等登记的车辆，办完机动车登记后
发放检验标志纸质凭证，系统将自动
生成检验标志电子凭证，机动车所有
人可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平台或“交管 12123”手机 APP查看、
下载、使用。

对 6年内免检车辆和检验标志纸
质凭证丢失、损毁的，机动车所有人可
以直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
平台或“交管12123”手机APP申领检
验标志电子凭证，需领取纸质凭证的，
可以选择邮寄送达或到车管所自取；
对上线检验车辆，机动车检验合格后，
检验机构在发放检验标志纸质凭证的
同时，提示机动车所有人可网上查看、

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对在检验有
效期内的车辆，可直接通过“ 交管
12123”手机 APP 查看、下载、使用检
验标志电子凭证。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何出
示、使用？警方称，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出示方式分为在线出示、离线出示和
打印出示等 3种。在线出示时，可以
直接登录“交管 12123”手机 APP，实
时在线查询、出示本人名下或本人已
备案机动车的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离
线出示时，可以将检验标志电子凭证
下载并存储于手机中，使用时直接出
示；打印出示时，可以将网上下载的检
验标志电子凭证打印为纸质凭证，使
用时可出示打印的纸质凭证。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有关负责人说，
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与纸质凭证
具有同等效力，已领取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的车辆，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标志，公
安交管部门不以机动车未放置（粘贴）
检验标志为由进行处罚。在驾车遇到
交警民警执法检查时，驾驶人可以主动
出示检验标志电子凭证，如未出示电子
凭证，民警将通过警务执法终端或信息
系统核查机动车状态，确认机动车是否
在检验有效期内，对机动车在检验有效
期内的，公安交管部门不以未出示检验
标志电子凭证为由进行处罚。此外，在
保险理赔时，可以向保险公司理赔人员
出示检验标志电子凭证，用于办理车辆
保险理赔相关手续。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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