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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秀
一 王丹阳）10月 7日，栾川县竹海野生
动物园的大熊猫馆热热闹闹，萌宠大熊
猫“灵岩”“迈迈”吸引了大批游客。在为
栾川注入新的旅游元素的同时，也成为
栾川全域旅游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首批“中国旅游强县”和国
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十三五”以
来，栾川县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栾川，举全县
之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生态产
业，基本实现了“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的目标。以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为抓手，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近年来，该县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发展成果逐渐显现，2019年共
接待游客 163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96.3亿元，旅游业占GDP比重达到
45.8%，直接带动 1.3万余名贫困群众脱
贫致富。

为提升旅游内涵和品质，栾川县以
5A级景区标准打造宜居宜游县城，实施
伊河水系项目、街心游园等 113项城市
提升工程。按照景区带动、休闲康养、特
色产业、文旅融合等类型，先后打造45个
旅游专业村、5家A级乡村旅游景区，建
成23个多业态主题庄园。新建竹海野生
动物园、伏牛山居温泉等项目，连续两年
举办“老家河南，栾川过年”、迎新马拉松
等系列活动，有效填补冬季旅游空白。

在丰富旅游业态的基础上，栾川县
也在旅游规划、旅游金融、用地政策、管
理方式等方面强化构建全域旅游发展保
障体系。（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王小萍 龚鸣
本报通讯员 孙玉

从连霍高速转向省道，驱车不多

时“幸福家园”四个大字便映入眼帘。
在灵宝市朱阳镇幸福家园社区占地近
200亩的土地上，38个村庄的 4500多
位村民享受易地扶贫搬迁和水库移民
避险解困政策，分住在 31栋红墙灰顶
的单元楼内。

“小区按标准铺设了污水、雨水、
给水管网，布置了路灯，中央花坛和
住宅旁边植树种花实现了四季常青、

鲜花不断。”谈起幸福家园建设，10月
8 日，幸福家园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
主任刘建学打开了话匣子，社区配套
建设了扶贫群众文化科技培训室、扶
贫群众阅览室，提高了困难群众的文
化素质，丰富了困难群众的文化生
活。

如今的三门峡正在发生着翻天覆
地的变化，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村
容村貌日新月异、群众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下转第五版）

本报讯（记者 归欣）10月 11日，
省长尹弘在郑州同伊利集团董事长潘
刚一行举行会谈，就推进双方投资合
作事项深入交流。

尹弘对潘刚一行到驻马店市投资
兴业表示欢迎，对伊利集团高效推进
投资项目落地表示赞赏。他说，河南
是养殖业大省，乳业发展规模、技术和
销售网络等方面有了一定基础。当
前，河南正在加速融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发展优势更加彰显。驻马
店处于我国南北交界地带，气候既有
南方的湿润温暖，又具备北方的四季
分明，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生长，有利于

发展养殖业。近年来该市农业现代化
和城市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区位交通、
物流配送优势逐步显现，中国（驻马
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等一大批
项目落地实施，形成了良好的农产品
加工业产业环境和生态。伊利集团是
亚洲最大的乳业企业和国内行业龙
头，此次与驻马店市开展合作，恰逢其
时、前景广阔，必将有力助推河南特别
是驻马店的乳业乃至养殖业发展水平
提升。

尹弘还就深化河南与伊利集团交
流合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希望双方充
分发挥农业、养殖业领域的比较优势，
在技术研发、经营管理、销售渠道等方

面广泛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相互提
高、互利共赢。他表示，河南将继续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包括伊利集团在
内的企业在豫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优质
服务。

潘刚介绍了伊利集团在驻马店投
资项目的进展情况。他表示，河南各
地发展意愿强烈、投资环境良好，伊利
集团对在河南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下
一步将以驻马店项目为依托，打造数
字化、智能化、“观光牧场式”的乳业生
产基地，与河南各地在种植、养殖、饲
料生产、健康食品等环节开展全产业
链合作，积极助力河南产业转型升级、
经济社会发展。③6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通讯员 杨银
鹏 申鸿皓）秋收时节，社旗千里沃野、硕
果累累。“今年，在联合党支部的指导帮
助下，电商等销售渠道更加畅通，合作社
的黄金梨卖得很火。”10月 9日，朱集镇
前张村绿帝黄金梨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
桂梅说起“红色引擎”的作用和魅力，发
展特色种植的劲头儿更大了。

社旗县朱集镇土地贫瘠，从2006年
开始，该镇以前张村为中心，由党员干部
示范带头在岗坡上种植黄金梨，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目前已辐射6个行政村、面
积突破3000亩，成为全县规模最大的黄
金梨种植基地和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
产业。特别是今年全镇“林果产业专项
联合党支部”挂牌成立后，在产业发展
方面对人才、技术、资金、信息、销售等
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同时，按照“联合
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全
镇直接从事林果生产经营的贫困户 98
户，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参与林果
产业贫困户 618 户，年人均增收 3000
元以上。

朱集镇党委书记赵向龙介绍，全镇
已建成林果、烟叶、货架产业等3个专项
联合党支部，吸纳域内外党员460多人，
帮扶带动贫困户 560户 1800人实现稳
定增收。

无独有偶，该县李店镇成立了种植、
养殖、域内就业等4个专项联合党支部，吸
纳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有关的在职党员
和无职党员1100多人，通过组织带组织、
书记带党员、党员带群众等方式，以联合
党组织党建链为纽带，（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刘华山 周由

寒露时节，天清气朗，位于驻马店市
驿城区香山街道的韩庄村，依然绿意葱
茏、鲜花怒放。这样的景象，岁岁相似，
可今年却不同以往。

10月 11日，香山街道办事处主任
李小福起了个大早。因为他要早点赶到
韩庄，将一个无比振奋的消息告诉这里
的父老乡亲——“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将偕夫
人、女儿踏上故乡的热土。

英雄荣归故里，乡亲奔走相告。9
时许，张定宇乘坐的中巴驶入韩庄，在路
边等待的群众中立即响起热情的欢呼
声：“来了，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

车门徐徐打开，张定宇缓步下车，回
乡的喜悦与幸福洋溢在笑脸上。“欢迎您，
张院长，欢迎回到家乡。”李小福“挤”开人
群，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张定宇的手。

进了院子，张定宇和乡亲们围桌而
坐。大家掩饰不住内心的自豪和激动，纷
纷回忆起当年张定宇父辈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称呼张定宇的爷爷为‘张
园匠’，他们家当时三口人，住在村里的
菜园子里，以种菜为业。离开韩庄后，

‘张园匠’再没回来过。”“我家当年和张
家只隔一条路，和张定宇的父亲张凤林
又是同龄人，凤林还曾经在村里的教堂
就学。”……村里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
怀旧的思绪、浓郁的乡情溢满了庭院。

“我爷爷在这里生活过，韩庄村就是
他的祖居地。12年前，我带着父亲的嘱
托来到韩庄，当提及父亲的名字‘凤林’

时，乡亲们立刻就知道我姓张。”再见到父
亲的发小和长辈们，张定宇十分高兴，感
谢乡亲们给了自己抹不去的幸福记忆。

在乡亲们的提议下，张定宇来到了
他家的旧址和父亲就学的教堂附近。如
今的韩庄，已与张定宇父辈离乡时迥然
不同。

驻马店市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脱贫攻坚取得关键进展，实现82.28万
人脱贫，贫困发生率由 10.86%降到
0.33%，特色乡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全面
提速。

“无论我在哪里，我的根都在驻马
店。我为家乡近年来取得的发展成绩
感到自豪。”面对着家乡的风景，感受着
乡亲们的热情，张定宇驻足凝视、感慨
万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做了再
普通不过的事情，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

么高的荣誉。虽然生命留给我的时间
有限，但我要让我的生命更有宽度、更
有厚度。”

“英雄是民族的坚强脊梁，也是闪光
的时代坐标。”陪同张定宇一起还乡的驻
马店市委宣传部部长戚存杰说，我们要
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向张定宇等英
雄模范学习，践行新使命，展现新担当。

时间在点点滴滴中慢慢流逝。10
时 50分，张定宇带着对故乡的依依不
舍，来到驻马店西站，准备返回武汉。

“感谢家乡人民对我的关心，驻马
店，加油！”在车门前，张定宇握紧右拳，热
泪盈眶，为家乡父老送上感谢和祝福，“我
深爱我的家乡，深爱这片土地。我愿为她
倾注我全部的感情，把有限的生命更多地
投入到对家乡、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中。”

英雄回故乡，热泪湿衣裳……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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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为这片土地倾注全部感情
——“人民英雄”张定宇回乡记

三门峡 崤函儿女决胜脱贫创新路

省辖市脱贫攻坚工作扫描

尹弘与伊利集团董事长潘刚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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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宇（前排右一）和乡亲们聚在一起，回忆过往。⑨3 高琳琳 摄

□本报记者 栾姗

东海之滨，大数据风生水起；黄河流域，
大数据气象万千。

10月 12日至 14日，第三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将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主题为“创新
驱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河
南以其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受邀作为
全国3个主宾省之一参会。

福建是“数字中国”战略构想的思想源头
和实践起点。20年前，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
近平同志，前瞻性地提出建设“数字福建”战
略构想，开好头、定好调、布好局，种下了“数
字中国”的“种子”。

在“数字中国”的广袤田野
里，河南缘何

受邀作为主宾省参会？河南是全国人口大省
和经济大省，也是重要的数据大省，数字指数
规模位于全国第一方阵；河南“数”有所为“挑
重担”，首创“数字政府”“数字产业”“数字公
司”一体化纵深推进模式；“数字河南”进程已
经扩展到政务、实体经济、民生等领域，助力

“数字中国”宏伟蓝图。
“过去半年才能走完的流程，如今一天时

间网上联审联批就全部搞定。我们拿到了土
地手续的同时，也拿到了全部审批手续。”和
郑州亚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事业一部经理
徐常春一样，不少企业和群众在河南办事，经
历了从“不知道找谁”到“找谁都一样”、从办
事“跑断腿”到“少跑腿”的转变。河南深化

“放管服”改革，通过服务“一网通办”、治理
“一网通管”、数据“一网通享”，打造良好营商
环境吸引高端创新要素集聚，数字经济规模
已经达到1.4万亿元。

（下转第三版）

郑州不断加快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等核心板块建设郑州不断加快龙湖北部片区中原科技城等核心板块建设。。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详见09~10│特刊

豫沪合作 豫见美好

“河南味道”走进沪上人家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刘红涛）延

津小麦、温县铁棍山药、灵宝苹果、信阳
毛尖……10月 11日，河南优质特色农
产品在上海农业展览馆集体“亮相”，通
过合作洽谈、项目签约，越来越多河南
优质特色农产品将进入上海大市场。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大
省，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农产品需求
量巨大，豫沪两地农业产业发展关联
度高、互补性强。有数据显示，2019
年，上海市民消费的猪肉中，有十分之
一来自河南。此外，我省每年还向上
海供应约 50万吨米面及加工制品、约
40万吨蔬菜、19.5万吨瓜果。

10 月 11 日至 13 日，河南省优质
特色农产品（上海）展览会在上海农业
展览馆举办，旨在通过品牌宣传、产销
对接、项目合作等，为豫沪农业领域合
作搭建平台、建立机制，让越来越多河
南优质特色农产品进入上海大市场。

本次展览会，我省共组织参展企
业 86家，参展农产品 1217个，所有参
展的农产品都是河南“三品一标”产
品。其间，还将举办“一县一业”推介、

“一企一品”推介、豫沪青年企业家交

流等多场活动。
11日还举行了豫沪农业领域合作

启动仪式，省农业农村厅与上海市农委
签订农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农业农
村厅与电商平台、金融机构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我省涉农企业（合作社）与
上海市农批、农超等签订产销合作协议；
我省涉农企业与上海企业签订生产、加
工等基地项目合作协议，共签订产销合
作协议102个，签约额54.8亿元；签订项
目合作协议31个，签约额128.8亿元。

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
长申延平在河南农业主题推介会上表
示，此次展览会是豫农优品在上海的
精彩亮相，豫沪农业合作将让更多“河
南味道”走进沪上人家。“河南将学习上
海农业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进一步
发展大粮仓、大厨房、大餐桌、大市场，
努力为上海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优质
农产品，为上海客商提供更好的在豫发
展机会，共同推进豫沪两地农业高质量
发展。”③6

▶“河南出品”软籽石
榴吸引了大家的关注。⑨3
本报记者 方化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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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11日

我省优质农产品亮相上海我省优质农产品亮相上海。。⑨⑨33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方化祎方化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