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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南省建委副主任、党
组成员郑普堂同志，因病医治
无效，于 2020 年 5月 13 日在
郑州逝世，享年102岁。

郑普堂同志，1918年 9月
出生，河南滑县人，1936 年 3
月参加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滑县第九区、十八区区委

书记，河南省城市设计院主任，
河南省建工局设计院院长，河
南省勘察设计院院长，河南省
冶金设计院党委书记、院长，河
南省建委设计处处长、设计院
院长，河南省建委副主任、党
组成员，1983 年 12 月离休。
享受正省（部）级单项待遇。

郑普堂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31
日凌晨，随着波音 747 全货机
CV9724航班缓缓入位，一位重
量级“客人”顺利抵达郑州机
场。这位特殊的“客人”是一件

“巨无霸”发电机组轴承，单件装
载重量高达 32.58 吨左右，由卢
森堡航空承运，从卢森堡运抵郑
州机场。

近几年，郑州机场积累了丰
富的超常规货物保障经验。在
统一协调部署指挥下，做到努力

克服多车协同作业、提高操作精
准度、降低货物长度重量等因素
的影响、确保设备作业的安全性
等。保障本次航班前，郑州机场
货运公司与卢森堡航空公司反
复研究操作方案，各相关部门及
时研讨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本次
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据悉，超长超重等货运保障
已经成为郑州机场的常态，越来
越多的航空公司和客户选择从郑
州机场进行特种货物保障。③9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 月
31日，省教育厅就进一步规范中
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行为下发文
件，要求各地各校加强师德师风
教育，全面排查师德风险，严肃
查处各类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
行为，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师德
氛围。

省教育厅要求各地各校把
师德教育作为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的必要内容，强化中小学教
师的法治教育、纪律教育；要将
师德第一标准贯穿教师管理全
过程，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
聘、推优评先、表彰奖励等工作
中强化体现师德评价结果，改进
师德考核方式方法，避免师德考

核的形式化、随意化；全面贯彻
落实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制定具体化、可操作的
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及失范
行为实施细则，建立健全师德违
规查处通报和报告制度。

暑假期间，各地各校应对师
德建设工作开展全面自查自纠，
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
的突出问题作为重点，全面开展
师德风险排查工作，针对中小学
教师组织参与有偿补课、体罚伤
害学生等易发师德违规行为，以
及通过信息网络传递不良信息、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严重违反
师德的行为开展专项治理，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③9

本报讯（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秦川）7月 31日，鹤
壁市政府、中国测绘学会在鹤壁
市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
打造全国首个空间地理信息与
5G融合应用试验区，旨在推动传
统地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测
绘科技成果由产品向应用转化。

根据双方签署的合作协议，
鹤壁市政府、中国测绘学会将在
产业集聚、科技成果转化、人才
引进培养、政策扶持等方面开展
合作，引导入驻试验区的测绘空
间地理信息企业差异化发展，逐
步形成覆盖空间地理信息获取、
处理、应用的全产业链企业集
群，促进卫星遥感、天基系统、地
理空间图像处理、时空大数据、

5G 传输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
深度融合应用。

“通过开展合作共建，我们
将加速国内知名测绘地理信息
企业集聚鹤壁，提高测绘地理信
息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地方经济
转型发展，为全国测绘地理信息
产业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
典型经验。”中国测绘学会理事
长宋超智表示。

活动现场，作为首批科创板
上市企业中唯一遥感应用企业，
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与淇滨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双
方将在鹤壁东区5G产业园共同
建设集北斗导航、航空摄影、卫星
遥感等数据产品的生产、展示、应
用于一体的数据中心。③9

鹤
壁

绿水青山如何持续转化为生产力？

东山底村依托黛眉山景区的旅游资源，专门为贫

困户开发了小吃一条街项目，景区每年还专门拿出十

几个公益岗位分配给村里的低收入群体。但东山底村

并非只知索取。在景区开发初期，村里不计成本地帮

助景区修路架桥，完善基础设施，而且村里的农家宾馆

与景区的高端民宿在档次、定位上拉开差距，避免了市

场的无序竞争，实现了村庄和景区的共融发展。

对待黄河也是如此。这两年，东山底村借着黄河

文化的热度，准备开辟一条黄河观景定制路线，他们从

黄河受益的同时，也注重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向游客

讲述黄河岸边的故事，做新时代黄河文化的传播者。

以前的东山底村，靠山靠河没饭吃，现在靠山傍河

很幸福。把黄河建成岸绿景美惠民的幸福河，东山底

村正在努力做出示范。③9

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东山底村位于新安县石井镇西北部，距
离县城约 75公里，全村 307 户 862人，耕地面
积 1523亩，世界地质公园黛眉山景区大部分
区域分布于此，旅游资源丰富。2014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 89 户 295 人，2018 年年底贫困发
生率降至1.27%，实现脱贫摘帽。③9

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波 徐东坡

人们常说，黄河青山。但是，新安
县石井镇东山底村人说：“俺们有金山
金河。”为啥呢？

7月 31日一大早，郑州市民和鑫早
早起了床，和朋友一起漫步在东山底村
的小路上，葱茏的黛眉山就在眼前，山
脚下，晨光中的黄河金光闪闪，深呼吸，
享受负氧离子带来的满足感。“这里既
能唤回老家的记忆，又能看到黄河的另
一面。”和鑫觉得不虚此行。

东山底村就“住”世界地质公园
——黛眉山的脚下，奔腾汹涌的黄河在
这里转了道弯，温顺了许多。村子里还
有历经百年风雨的传统古村落杨家大
院，古老与现代、农耕文化与商业文明
在这里交相辉映。

与东山底村现今“富裕”的旅游资
源相比，村子却一度守着山河没饭吃。

“贫困人口最多时占全村人口三分之
一，没钱、没技术、没门路，村里年轻人
要想多挣钱，只有外出打工干苦力。”东
山底村党支部书记杨天份无奈地说。

青山变“金山”是从 2014年黛眉山
景区运营后开始的。村里的能人在景
区培育苗圃、承包工程，景区也拿出利
润的 1.5%作为林坡资源流转的分红上
交村集体，每年分红都在5万元以上。

不过能在景区工程中站稳脚跟的
毕竟是少数，如何让更多贴有“老弱病
残”标签的贫困户吃上“旅游饭”才是脱
贫的关键。

变化从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小吃
一条街项目开始，如今30套商铺已全部
建成。从空中俯瞰，一排排青砖黛瓦的
店铺依山而建，分布着各种小吃店、土
特产超市、农家宾馆、写生基地。

贫困户杨小舟夫妻俩身患残疾，没
法出去打工。村里规划建设小吃一条
街项目后，他第一个报了名，在村里的
协调下，县里补贴1万元，政府贴息贷款
5万元，6万元就买到了店铺的产权。

店里主要经营一些土特产品，山上
采摘的蒲公英、冬凌草等中药材烘干

后，一包能卖好几十元，借着黛眉山旅
游这个平台根本不愁卖，现在每月纯利
润3000元以上。

据了解，30套店铺目前全部由贫困
户经营。守着一个店铺，贫困户也享受
到旅游村带来的红利，2018年年底，东
山底村实现整村脱贫。

山是金山，河也是金河。“看惯了
黄河的桀骜不驯，她温柔的一面也是
不可多得的风景。”在杨天份印象里，
这两年，不断有全国各地的驴友来此
拍黄河、画黄河。“村民们盖起了农家
乐，好吃好喝招待他们，还给他们讲黄
河岸边的故事，他们听得可带劲了，我
们还准备定制一条黄河专属旅游线路
哩。”

眼下正是“七下八上”的汛期，黄河
水面抬高了不少。岸边的山地种不成
粮食，桃子、石榴等却果香四溢，东山底
村村民何军平的万亩果园挂满了果实，
树下养着鸡、孔雀、蜜蜂等，林下经济做
得风生水起。

“近年来，村‘两委’也特别注重流
域的生态修复，每年春季，发动全村老
小到黄河岸边种树，植树也成了俺村的
新时尚。”杨天份说，村里正在筹建一座
引水站和 500立方米的蓄水池，汛期时
将黄河水引上来，用于灌溉。

守着“金山金河”，越来越多的外出
务工者悄悄地回来了。80后李超回家
盖起了农家宾馆，去年一年收入达10万
元。“回家创业，踏实自在。”李超说。

登上黛眉山顶，在夕阳的照耀下，
远处的黄河如一条金河，富了村民，聚
了“人气”，向人们述说着“金山金河”的
故事。③9

本报讯（记者 卢松 通讯员 张洁
邵家见）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7月
31日，记者了解到，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决胜年行动，建立“走访—反馈
—督办—整改—回访”的工作链条，把
监督沉到“末梢”，把重点落到户上，做
到在监督中发现问题，在走访中解决问
题。今年上半年，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发
现问题 3.7万余个，已推动解决问题近
3.5万个，全省扶贫领域信访举报量同
比下降44.2%。

脱贫攻坚处在决战决胜之时，我省
逐级压实省市县乡四级纪委政治责任，
开展纪委书记遍访督查和纪检监察干部
大走访，对未脱贫人口超过5000人的20
个县（市、区）和未退出贫困村序列的52

个贫困村，由省纪委监委“监督到县覆盖
到村”，对有脱贫攻坚任务的，由其所在
省辖市纪委监委“监督到村覆盖到户”，
县乡两级纪委“监督到户覆盖到人”，确
保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有人管，影响扶
贫政策落实的事情有人问、有人查。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交口村贫
困户王东成和妻子均为残疾人，虽已按
照政策领取了各项补贴，但“收入没有
保障，单靠政府救济过日子”。湖滨区
纪委监委干部走访了解情况后，将“问
题清单”移交给所属乡村和责任部门，
督促落实后续帮扶工作。最近，湖滨区
纪委监委干部回访时，王东成介绍：“我
在‘家门口’打零工，妻子在村里当保洁
员，每月收入增加2000多元，今年脱贫
没问题。”

健全走访监督机制，提升监督实
效。周口市纪委监委推行“小网格、大
走访、全覆盖”工作法，以乡镇为单位，
将全市 15726户贫困户分成若干小网
格，在每个网格设置监督小组，实现监
督全覆盖、无盲点。商城县纪委监委利
用“阳光村务”监督平台开发新模块，走
访干部实时填写、自动生成问题台账，
随时监督、同步督办，形成“线下”遍访、

“线上”监督的快速反应机制。
对扶贫领域问题线索，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挂牌督战，推动整改落实。
针对刘河镇石庄村村民反映村里供水
管道年久失修无人管的问题，荥阳市纪
委监委走访人员督促协调相关部门查
找原因，重新铺设7000余米供水管道，
解决了 300 余户村民安全饮水问题。

上蔡县纪委监委根据走访发现问题的
整改难易程度和涉及范围，精准采取监
督措施，分类推动立行立改、限期整改、
集中整改。

截至今年 6月底，省纪委监委领导
班子成员和厅级干部已走访未脱贫人
口超过5000人的县 19个、未退出贫困
村序列的贫困村 52个；省辖市纪委监
委已走访有贫困人口的行政村 29666
个、贫困户132402户；县乡两级纪委已
走访贫困户149248户、332935人。

“走访监督紧紧围绕扶贫政策落
实、资金使用、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盯
住‘县里的权、乡里的情、村里的点’，通
过一户一事的问题发现和督促整改，持
续推动脱贫工作绩效提升、作风好转。”
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③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王奇胜

8月 1日，雨过天晴，热气熏蒸，襄城
县范湖乡大陈村北边一片金菊种植基
地，种植大户陈瑞峰正和“伙计”们在菊
田里忙活，一尺多高的菊花苗欣欣向荣。

今年38岁的陈瑞峰曾是我省国有
农场一名技术管理人员，在农业生产管
理方面很有一套。2017 年企业改制
后，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受朋友
启发流转本村60亩土地，种植金丝菊、
黄蜀葵等药材，当年就赚了20多万元。

但由于家里人手少，忙不过来，他
想再找两个人入股，注册成立襄城县智

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乡亲们蹚出一
条致富路。

2018 年春节刚过，陈瑞峰发布选
伙计的启事，村上七八个人主动拿着钱
要求入股。最终，他选中了种辣椒、种
烟的大户陈广川，懂经营、会管理的共
产党员陈永召。陈瑞峰拿出 80万元，
他俩各入股20万元。

公司成立后，陈瑞峰身先士卒，起
早贪黑跑销售。陈广川抓生产，陈永召
抓管理。三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抱
团致富。600多亩金丝菊、黄蜀葵喜获
丰收。

陈瑞峰没有忘记生他养他的土
地。他常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自己
富不算富，要让更多的父老乡亲脱贫致
富，迈向小康生活。”在选“伙计”务工问
题上，应当多为特困户想想，扶贫路上
不能落一人！

在土地流转上，他优先用贫困户的
土地，用工上优先让年老体弱、留守妇

女到基地打工学技术。“瑞峰的穷伙计
多，在他那里打工2年就能脱贫。”50多
岁的残疾人贫困户黄中平说，他流转给
陈瑞峰 7亩地，又在菊花地里打工，一
天收入100元，一年收入1万多元。

当下，基地里金丝菊嫩绿茁壮，一棵
棵粗大的黄蜀葵挺拔健壮。最近，乡里
开展“党员包户脱贫致富”活动，陈瑞峰
的“两花”基地里又添了一名新“伙计”。

新“伙计”名叫陈保安，今年 60多
岁了，是个低保户，儿子患有精神病。
他有心到陈瑞峰地里干活，但又怕人家
嫌他年纪大、身体弱。

陈瑞峰得知后，找到陈保安，让他
去基地务工学技术，一天给他100元钱，
尽快带他脱贫致富。陈保安感激的泪
水在眼里打转：“我去了一定好好干！”

这两天虽然炎热，但雨后的“两花”
基地空气清新、花香四溢，正式“上岗”
的陈保安干劲十足，金黄的黄蜀葵照亮
他的脱贫致富路。③9

我省发文进一步规范教师职业道德行为

严查教师暑假有偿补课
等失范行为

郑州机场特货保障
已成常态化

全国首个空间地理信息
与5G融合应用试验区落户

郑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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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脱贫攻坚监督下沉到户到人

杯

现场短新闻大赛

“两花”基地添“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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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的黄河绕东山底村流过，与对面的山西隔河
相望。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波 徐东坡 摄

收获的黄蜀葵花金灿灿。⑨3
赵柯炎 摄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传统古村落东山底村村口。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晓波 徐东坡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
者 姬姣姣 王永乐）7月 31日至
8月1日，由省文明办、省卫健委、
省扶贫办等六部门联合举办，
2020年“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
愿服务活动分别在辉县和温县启
动。

据了解，“健康中原行·大医
献爱心”活动自 2014 年启动以
来，来自全省各大医院的专家纷
纷参与活动，通过开展义诊活动、
健康科普、技能培训、健康文化戏
曲等系列活动，带动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综合诊疗能力，提高
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水平。

7月 31日，河南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专家徐国良在辉县进行
了一场精彩演讲。当听众知道台
上演讲的老师就是那个哭着深情
表白支援武汉的妻子的人时，纷
纷为夫妻俩点赞。专家们还分赴
辉县的 22个乡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为基层群众开展科普讲
座和义诊。

8月1日，温县11个乡镇（街
道）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卫生
院，迎来了11组由省、市、县专家
组成的队伍，他们在各乡镇同时

开展义诊活动。
“以前去省级医院看病，不仅

路途遥远，而且挂号、就诊、检查
要花费大量时间。家门口的义诊
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在温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59
岁的任丽丽笑着说，“健康讲座、
科普大篷车，还有专家义诊，真是
把健康送到了家门口！”

“健康讲座进街道，为居民送
来‘实惠’，也为我们送来宝贵的
业务经验。”温县卫健委主任闫全
心说，当天在温县人民医院，省里
来的众多专家会诊、查房、开讲
座，让优质医疗技术下沉，提升基
层医疗水平，惠及更多百姓。

据了解，不久前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公布了全国志愿服务先进
典型名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专项行
动获得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目前，全省共组建了 260支健康
科普志愿服务队，1140名专家志
愿者。

当天，还举行了省委宣传部
为温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捐赠
图书仪式暨网上温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VR 全景馆）上线仪
式。③4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活动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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