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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村牛着哩！”

蹲点牛横岭村采访的几天时间，谈及近年来

发生的巨大变化，老乡们总是不自觉蹦出这句话。

300余亩水果丰收在即，每一位辛勤付出的牛横岭

人内心都充满喜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脱贫致富，重在夯实根基、找对出路。同其他

贫困村一样，牛横岭村也面临年轻劳动力大量流

失、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等问题。在实施精准扶

贫过程中，当地两届村委班子因地制宜探索

并不断调整扶贫路径，确保扶助有效、

脱贫持久，激发了群众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 脱 贫 之

路。③5

乡村名片

牛横岭村位于鹤
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
西南部，总面积 5880
亩 ，其 中 山 林 面 积
4800 亩 、退 耕 还 林
474 亩、耕地面积仅
606亩。近年来，这个
曾经的省级贫困村通
过土地流转发展特色
果木种植，努力探索

“三季有花看、四季有
果吃”的发展之路，打
造了“冬春草莓夏葡
萄，秋天来摘猕猴桃”
的特色品牌吸引八方
游客前来。③5

关注十届省委第八轮巡视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本报记者 卢松

“革命先烈为了什么？新时代党的建设者
做了什么？作为巡视干部应该怎么做？”省委
各巡视组巡视期间，纷纷来到当地纪念馆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学习革命先烈精神，对照先进
追问初心，从根植于中原大地的伟大精神中汲
取为理想信念奋斗的巨大动力，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

作为首次参加巡视的年轻同志，省委第四
巡视组巡视干部杨罡虽然做了很多功课，但心
里还是有些忐忑。“本轮巡视时间紧、任务重，又
面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自己没有经验，害怕干不
好工作拖大家的后腿。”7月6日，杨罡回忆说。

省委第四巡视组正阳分组组织的主题党
日活动，让杨罡吃下了“定心丸”。在正阳县刘
邓大军强渡汝河雷岗血战纪念馆，渡河门板等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血战雷岗”等一份份泛黄
的史料，令杨罡和巡视干部震撼、深受感动。

“重温入党誓词时，热血澎湃。”杨罡说，
“我们要传承‘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雷岗精神，
立足岗位践行初心使命，在巡视过程中敢于斗
争，敢于唱‘黑脸’，精准发现问题。”

本轮巡视，省委第四巡视组有25名同志，

其中巡视新兵占比较大，队伍整体素质需提升，
合力需凝聚。“我们发挥临时党支部引领作用，
提高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增强党员意识和斗争精神，把巡视利剑擦得
更亮，让可畏可敬可亲形象树得更牢。”省委第
四巡视组组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唐飞说。

“学习人民功臣，传承红色基因。”6月 19
日上午，省委第八巡视组组长、临时党支部书
记魏治功带领许昌市建安区分组全体同志，来
到杨水才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大家仔
细观看杨水才先进事迹图片画册以及他生前
所用物品，认真聆听杨水才工作生活中的感人
故事，他那“小车不倒只管推”“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位巡视干部。

“巡视工作的初心使命在哪里？自己的差
距不足在哪里？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在哪
里？”5月 30日，省委第三巡视组临时党支部到
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灭战纪念馆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发出了“初心
三问”。省委第三巡视组全体同志纷纷表示，

要坚定巡视为民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坚决剔
除藏附在党的肌体上的各种“病灶”和“毒瘤”，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
长期执政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巡视刚进驻，省委第一巡视组全体人员就
追随习近平总书记去年9月视察新县、光山县
的足迹，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追寻初
心使命，系好巡视工作的“第一粒扣子”；省委
第九巡视组临时党支部来到叶县段庄老区革
命纪念馆，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初心本
色”主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烈；省委第十一
巡视组临时党支部组织到扶沟县吉鸿昌将军
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作为党的巡视干部，要继承革命先烈遗
志，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精神和灵魂，践行政
治巡视的初心使命，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
委第一巡视组组长、临时党支部书记韩斌说，
要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务实的
工作作风，持续加强政治监督，高质量完成巡
视工作任务。③5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戈
蒋晓芳

在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牛
横岭村一直很出名——之前是因为

“穷”，现在却因为“富”。
“这是俺村脱贫致富的‘金疙瘩’，不

精心管护会中?”7月 13日，记者走进牛横岭
村仙果源特色果木种植基地时，村

民侯爱芬正忙着为爬满藤架的葡
萄疏果、套袋。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牛横岭村

三面环山、土地贫瘠，受恶劣的
自然条件限制，当地群众祖祖辈

辈靠天吃饭、生活困难，全村237户
近一半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任
务艰巨。

“但凡有点门路的年轻人都出
去了，只留下像俺这样干不动活的
老人。”说起牛横岭村的过往，75岁的
牛天保老人直摇头。

“贫困村”的帽子没摘掉，眼瞅着“空
心村”的帽子又要戴上了，村“两委”班子下定
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带乡亲们找到脱贫致富的出路。

“我们祖祖辈辈是农民，想致富还得从土地里找门路。”
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牛路平带领班子成员考察取经+头脑风
暴了近两个月，产业“支点”逐渐明晰起来——发展特色果木
种植，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群众“有干头、有赚头、有奔头”。

确定发展方向后，牛横岭村请来农业部门的专家实地
勘察地形地况，并对土壤成分展开分析。在充分论证可行
性的基础上，该村于2016年 5月引入鹤壁市仙果源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流转村民土地300余亩建设种植基地，
栽植猕猴桃、葡萄、草莓等特色水果，发展休闲农业。

“老话说得没错，地得靠养才能获得好收成。”共青
团鹤壁市委派驻牛横岭村第一书记田昕表示，为了
确保特色果木种植项目能取得理想收益，他们在专
家指导下不断调整施肥配比，花费大半年时间改良
土壤、恢复地力，结果第一年试种猕猴桃就获得丰
收，品相和口感远超预期。

“以前种粮食全靠天收，一亩地一年忙活到头
还挣不够300元。种上这些高品质水果发展休闲
采摘以来，一亩地一年能挣近1万元。两届村委接

力扶贫，终于让咱牛横岭的贫瘠地长出‘金蛋蛋’了！”看着
晶莹剔透的葡萄缀满藤架，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牛贵喜的脸
上写满喜悦。

“把家里那2亩多地交给‘仙果源’后，我就来种植基
地上班了，每亩地一年 700元的租金，再加上每月 1500
元的工资，一年能收入近 2万元。”能在家门口实现这样
的收入，侯爱芬十分满意。

侯爱芬曾任村小学代课老师多年，她一手拉扯出两
位大学生——老大牛瑞光今年毕业，正在准备

公务员考试；老二牛瑞杨读大二，假期回来
每天都帮着母亲到基地干活。收入的稳
定增长正加速改变着侯爱芬等贫困户
的命运。

2017年以来，牛横岭村依托特
色果木种植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
近 215 万元。为进一步发挥种植
基地的带贫作用，该村投入部分村
集体经济收入，与45户无劳动能力
的贫困户签订入股协议。

“做梦都没想到，入了 1000元股
金能受这么大益处。”作为“小股东”，牛天

保老人每年能从种植基地受益近4000元。
“去年下半年，我们在农业专家指导下首

次培育出草莓苗并试种成功，以后再也不用外购种
子了；今年，我们计划扩大果树种植规模，并承包给贫困
户自己打理，不光帮他们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长脱贫的
志气，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牛贵喜告诉记者。

“牛支书给俺们开会说了，自己承包种植果树，一亩
地一年能收入近 1万元。虽然还啥都不会呢，但我们都
愿意学，都想试一试！”和侯爱芬同在种植基地务工的村
民张继妮笑着说。

不远处，山坡上茂密的植被中露出高大的白色屋顶，
那是村集体新近投资修建的300平方米恒温冷库。从出
了名的“穷”，到出了名的“富”，牛横岭人依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着家乡的面貌。牛贵喜畅想着，待今年秋季丰收时，
这座冷库能派上大用场，再不愁水果放不住了。③5

图① 牛横岭村干净整洁的景观大道
图② 游客在仙果源特色果木种植基地品尝即将成

熟的葡萄
图③ 牛横岭村入口处的笑脸墙⑨3
本栏图片均为 郭戈 张志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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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扎实做好“六稳”“六保”

下半年工作 ·大家谈

●建设省辖市传染病医院和
县（市）级公共卫生医学中心；

●提升省辖市疾控中心检验检
测能力，在县（市）疾控中心和
综合医院建设P2实验室；

●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和市级
“四所医院”；

●加强各级乡镇卫生院建设，
补助村卫生室(含村医)日常运
行费用。

支持我省重大疫情
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36.9亿元

财政资金快速
直达市县

本报讯（记者 樊霞）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常态化，更要关注解决此次疫情防控暴
露出的短板问题。7月 15日，记者从省财
政厅获悉，36.9 亿元财政资金已迅速“集
结”直达市县，精准“滴灌”，支持我省重大
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据了解，中央财政新增资金日前下达
我省，按照“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
民”要求，省财政将抗疫特别国债、特殊转
移支付等资金第一时间分配下达市县。
其中，安排中央财政新增资金 36.9亿元统
筹用于支持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健全
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

“这笔资金对弥补市县财力缺口、改
善市县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省财政厅
预算局有关负责人说。

据悉，根据补助原则和使用方向，我
省这笔资金的具体补助标准和对象均已
明确。

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方面，主要用
于建设省辖市传染病医院和县（市）级公共
卫生医学中心。具体是：按 1000万元/个
标准筹措资金 1.8亿元，支持全省 17个省
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在当地建设1所传染病
医院。按500万元/个标准筹措资金4.6亿
元，支持未列入2020年中央健康扶贫工程
的92个县（市）建设公共卫生医学中心，使
其具备在疫情发生时迅速将普通病床转
换为传染病病床的能力。

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方面，主要用
于提升省辖市疾控中心检验检测能力，在
县（市）疾控中心和综合医院建设 P2实验
室。按 500 万元/个标准筹措资金 0.9 亿
元，支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进一步

提升 P2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按 300万
元/个标准筹措资金 2.94亿元，支持 98个
县（市）疾控中心新建P2实验室；按300万
元/个标准筹措资金 2.76亿元，支持 92个
县（市）依托1所综合医院建成P2实验室。

与此同时，建设区域医疗中心和市级
“四所医院”。按 300万元/个标准筹措资
金2.58亿元，支持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
区建设 86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西医 60
个、中医 26个）。按 2000万元/个标准筹
措资金 4.4 亿元，支持目前各省辖市和济
源示范区缺少的 22 个医院（包括综合医
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建设。

各级乡镇卫生院建设也得到加强。
省财政按 50 万元/个标准安排筹措资金
10.205 亿元，支持全省 2041 个乡镇卫生
院建设。

除此之外，省财政还筹措资金 6.7295
亿元，对村卫生室(含村医)日常运行费用
给予补助。③5

支持我省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36.9亿元财政资金快速直达市县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王雪红 通讯员 王婉媚）7 月 10
日，记者在三门峡市湖滨区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山水林田湖草
项目基地观景平台上看到，层叠的高标准
生态梯田、蜿蜒的黄河、如黛的青山，构成
了一幅美丽的绿色画卷。

据了解，三门峡市将“打造黄河流域
绿色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大功能定位之
一，坚持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以强化黄河
三门峡段生态保护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积极构筑黄河安澜的绿色屏障。截至6月
底，黄河流域（三门峡段）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重点项目已开工 131个，占年度计
划实施项目总数的80.8%。

目前，各项目进展顺利。特别是湖滨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山
水林田湖草项目，目前已栽植苗木20余万
株，完成绿化面积3000余亩；环线道路铺设
沥青路面7公里；生态梯田精细化整理已完
成2000余亩。百里黄河生态廊道项目一期
工程雏形初现，一期工程主要包括沿黄防洪
抢险道路、连接桥梁、廊道绿化工程，一条廊
道把城市乡村的生态涵养、湿地保护、田园
风光、文化展示、旅游休闲、采摘体验、科普
教育等功能区穿珠成链、轴带贯通，构建起
大生态、大保护、大治理的格局。③6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重点项目开工1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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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章勇

日前，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省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紧
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定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等要求。

洛阳市各级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将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按照省、市
部署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聚焦聚力实施产业提质、消费提力、
基建提级、动能提档、都市圈提速“五提”
行动，大力挖掘释放内需潜力，提升“古都
夜八点”文旅消费品牌，促进文旅消费升
级，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今年 5月，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牵头组织了“古都夜八点”促文旅消费活
动，以“古都夜八点，相约洛阳城”为主题，
推出“一个电视栏目”“一个广播节目”“一
次夜游龙门”“一次八点特惠”“一场3D投
影秀”“一台古装演艺”“一场专场演艺”“一
场文艺演出”等8项特色主题活动，培育洛
邑古城、隋唐洛阳城、龙门古街、老城十字
街、天心文创园、东方文创园、西工小街、环
开元湖购物商圈等8个消费集聚地。

其中，龙门石窟推出“龙门夜九章”等
“夜游龙门”主题活动；应天门、九洲池分
别推出“古城夜韵”3D 灯光秀、“池上繁
华”古装演艺；洛邑古城上演 3D灯光秀，
推出百余种特色小吃；老城区推出“老城
十字街街头音乐季”特色主题活动；洛龙
区推出“古都夜八点”邀您来阅读、邀您来

运动等活动；伊滨区举办“第一届中国伊
滨·万安山国际帐篷音乐节”等活动；西工
小街推出各类特色小吃，东方文创园吃喝
玩乐各有其美；新区环开元湖泉舜购物商
圈成为人们休闲消费的重要区域……

“古都夜八点”活动开展以来，内容丰富
的产品，精彩纷呈的活动，广泛深入的宣传，
带动全市8个文旅消费集聚地游客量均出
现较大幅度提升，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其
中，4场“豫见快手·嗨购洛阳”县长直播带
货促销活动，成交订单3.57万单，成交金额
448万元。截至目前，“古都夜八点”活动共
接待市民游客600万人次，实现文化旅游收
入13亿元，景区、园区、商圈和业态产品成
为夜间消费的“打卡地”“打卡物”。

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夜经济、夜
品位、夜美丽”，注重业态提升、产品打造、
活动创新、氛围营造、服务保障，持续提升
消费环境，持续推动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让古都的诗情画意美起
来，让洛阳的消费活力热起来。

同时，广泛组织和动员文旅企业、景
区、园区商户参与，开展文旅促销活动，推
动各夜游景区和园区实现差异化发展，连
点成线，连线成面，叫响“古都夜八点”文
旅消费品牌。推出更多更好文化旅游特
色精品线路和业态产品，提升龙门、洛邑
古城、老城丽景门（十字街）、隋唐洛阳城、
开元湖音乐喷泉、广州市场步行街、西工
小街、夜游倒盏等夜间文化旅游目的地档
次水平，带动更大人气消费。讲好洛阳

“夜生活”故事，提升洛阳夜经济的话题
度、网红度、知名度、影响力。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
记者 王雪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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