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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
冶庄村位于许昌市区东部，
紧邻鄢陵县，下辖 2 个自然
村，有 506户 2069人。全村共
有 3200余亩耕地，以花木、辣
椒种植为主。2014年被认定
为省级贫困村，其中建档立
卡 贫 困 人 口 245 户 901 人 。
2016 年整村脱贫，目前已脱
贫243户 898人。③9

“贫困不是问题，让贫困户树立

起生活的信心，充满奋斗的动力，这

才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应该考虑

的。”离开冶庄村时，回望夕阳下整

齐的村落，武书锋这句话在记者的

脑海里挥之不去。

采访中，记者在冶庄村贫困户

身 上 看 到 的 一 个 共 同 点 ，就 是 勤

劳。他们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

是脚踏实地地努力，对生活充满希

望。这些从精神上已经脱贫的人

们，想必在经济上致富，也不会太远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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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绿扬

9月 24日清晨，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冶庄村村
民冶红现戴上草帽，骑上小三轮，来到自家 8亩辣椒地
里。站在田埂上望去，鲜红的辣椒在绿叶的衬托下煞
是诱人。

“西头有几棵苗生了臭虫，前天刚打了一遍药。”下
了车，冶红现缓步走向那几棵生病的辣椒苗，弯腰查看
长势。

辣椒地东头紧挨着冶庄村村室。驻村第一书记武
书锋刚上班，就看到了在地里忙活的红现：“红现家能
脱贫，可真不容易！”

49岁的冶红现原先家里有5口人，他和妻子在广东
靠打工养活常年患病的父亲和一双儿女。2014年，妻
子突发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他自己患上双侧股骨头坏
死，本就不殷实的家底迅速被掏空，无奈之下，一家人只
得回到老家，成了贫困户。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红现回村后却偷偷抹过两
次眼泪。“头一次是刚回来，看到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
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这个从不在家人面前流泪的

“顶梁柱”，半夜跑到地里哭了一场。
第二次则是喜极而泣。“回来没多久，村里帮俺家申

请了低保、残疾人补贴、大病救助和上学补贴，还给盖了
新房。”2017年6月，通过危房改造，冶红现家盖起120平
方米三室一厅的平房。“搬进去的第一天，我和媳妇拉着
手哭，高兴得一夜没合眼。”

然而，随着各种帮扶措施的完善，冶红现的思想也
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家爱心企业到他家送助学金，他
还不高兴，觉得自己家有两个孩子，理应比别家多拿
些。”看到红现有了“偷懒”的苗头，帮扶人五女店镇党
委书记张二锋着了急，“当时，有这样想法的贫困户不
在少数。”

在一次“四讲三说一家亲”活动上，这件事令大家打
开了话匣子。“村‘两委’给我们讲政策、讲帮扶措施，我们
说说自己享受了哪些帮扶、下一步打算。俺家享受到的
帮扶最多，再躺倒不干，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想起当时
的场景，冶红现羞红了脸。

张二锋说，每月一次的“四讲三说一家亲”，就是要
鼓励贫困户摒弃“等靠要”思想。“补贴为啥给这家不给
那家？为啥你家多我家少？把这些群众最关心的事情
摊开了、讲明了，大家相互鼓劲儿，工作也容易做了。”

“靠帮扶只能脱贫，想致富还得自己干。”想通了这
个道理，脑子灵活的冶红现种上了辣椒，去年还在家门
口开了家火锅店，全家脱了贫，总是皱着眉头的他渐渐
有了笑容。

冶红现说，自己刚刚申请了一笔5万元的扶贫贷款，
准备再承包40亩地种辣椒。“再过几天，辣椒就熟了，到时
候请你到家里来吃饭！”田垄间，他笑着与记者约好下次
见面的时间，笑眼中，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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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红现为辣椒苗“去头”。⑨3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绿扬 摄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10 月 10 日，灵宝市焦村镇罗家
村，位于国家4A级旅游景区娘娘山脚
下的现代矮砧苹果园里，去掉纸袋的
红苹果缀满枝头，正晒着日光，散发出
淡淡清香。

“国庆假期，郑州来的一批朋友，从
娘娘山游玩下来，进园进行了采摘。洛
阳的一批朋友一直在联系，约好霜降后
入园采摘。靠着村集体果园，去年就给
群众分红50多万元。”罗家村党支部书
记王登波说，从 2015年起罗家村党支
部就成立合作社，带领群众开荒山、引
山泉水，大力发展生态有机矮砧苹果。

在焦村镇，从娘娘山上放眼望去，
弘农沃土双矮砧苹果基地、乡观村苹

果产业示范园、小秦岭苹果公园、灵宝
工生果园……一个个矮砧果园紧密相
连，果园外是木栅栏、观景长廊，木栅
栏旁边种植着青翠的白皮松，松树下
摇曳着五彩的花朵。

焦村镇是“西北黄土高原苹果之
父”李工生的家乡。1927年李工生从
山东引进良种苹果树苗200多株，开了
灵宝乃至西北地区栽植苹果的先河。

焦村镇果园面积有 6万亩。随着
老果园改造、新品种发展，沿娘娘山脚
下高标准建设的“四园一带”初具规
模，已经栽植矮砧苹果 2980 亩，建设
了 4个国家级示范园、产业园，与文化
旅游、采摘观光相结合，打造出一条农
业休闲旅游示范带。

苹果产业的壮大，带来了乡村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焦村镇西册村先后建

成彩虹滑道、碰碰车、复古小火车、勇士
拓展训练营等游乐项目18个，累计接待
游客100余万人次。西册村的集体经济
2018年仅2000多元，到2019年超过了
120万元，村民分红达115万元。

目前，西册村已建成集休闲娱乐、
时尚运动、生态观光、果蔬采摘、休闲农
业、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田园经济
综合体示范项目，可同时满足游客休闲
娱乐、观光采摘、农耕体验等多种需求。

“乡村旅游的特色是乡村，本质是
农业。焦村镇正通过娘娘山景区、红
亭驿民俗文化村、西册常乐田园综合
体、灵宝工生果园等特色旅游品牌的
提升打造，大力发展自然山水游、民俗
文化游、乡村休闲游，高标准打造一个

‘产业优、乡村美、百姓富’的新焦村。”
焦村镇党委书记杨娟说。③6

漫画/王伟宾

“苹果之乡”越来越“香”

出彩路上，你我这样走过
乡村振兴看河南

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一池春水
前言：一个“不沿边、不沿海，地上

地下无资源”的内陆小城，四十多年来，
是什么精神支撑孟州在改革开放大潮
中走在了全省前列？在新时代，最需要
什么精神来引领孟州赢得未来？那就
是“开放、创新、崇文、融合”！这是孟州
人的精神特质，是新时代的孟州精神。
本报自今日起分别从“开放、创新、崇
文、融合”四个方面阐述“孟州精神”的
内涵和实质意义，以飨读者。

先看一组数字：今年上半年，孟州
市累计完成出口 129590万元，同比增
长0.68%。

一个地方发展的快慢，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开放度的高低。“作为地域
狭小、资源匮乏的内陆县（市），近年
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开放带动战
略，不断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以开放
的理念、开放的政策、开放的环境，强
力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了
一条非资源型县(市)开放发展的新路
子。”孟州市委书记卢和平说。

以全球视野谋划发展战略

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内的河南
德众保税物流中心是河南省第二家，
也是省内唯一一家县级B型保税物流
中心，该中心拥有四个国家级资质：全
国第 22家 B型保税物流中心、河南省

第三家进口肉类指定口岸、河南省第
二家拥有跨境电商业务资质的海关特
殊监管区、全国唯一一家在海关监管
区内的进境动物皮张指定存放企业。

“它的建设实现了海港码头的内陆延
伸和‘境内关外’的无缝对接。”孟州市
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孟州市扩大开放、着力打造
内陆开放新高地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孟州市委、市政府持之以恒地强化
开放意识教育，用全球视野谋划发展
战略，对外开放走在了全省前列，连续
多年荣获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县（市）。

依托四大国家级对外开放平台，
全市集聚自营进出口企业近 400 家，
隆丰皮草、中原内配跻身全省进出口
企业30强，与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合作关系。2019年，全市完成
进出口总额达到 40.4 亿元，居全省对
外开放重点县（市）第2位。

依托进口肉类指定口岸，与中农
投、优合集团实现合作，2019年启动了
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农投公司国内分
拨配送基地项目建设，打造国内领先
的农产品集散基地，有望新增进口额

50亿元。

用开放的胸怀全力招商引资

孟州市始终把开放招商作为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抓手。一方面，倾力
打造“硬环境”，以河南省文明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三城同创”
为载体，深入实施城市提质工程，宜居、
宜业、宜商的环境加快形成。另一方
面，着重提升“软环境”，在焦作市率先
成立企业服务部，按照“一站式接待、一
条龙办理、一揽子解决”的工作模式，实
现企业事项“一站式”代办服务。

孟州高标准打造了规划面积 29.6
平方公里的产业集聚区，入驻规模以上
企业 96家。在招商引资中，以龙头企
业和新兴企业为主体，瞄准国际国内
500 强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按照“攀
高、联大、谋外”的工作思路开展大招
商，着力在引进产业链关键环节、核心
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上实现新突破。

目前，孟州市已初步形成了装备制
造、皮革制造、生物化工三大主导产业，
培育了保税经济、电子信息、新能源汽
车三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产业，以世

界最大的发动机气缸套生产企业中原
内配为龙头，集聚英国GKN、德国莱茵
金属等关联企业50余家。皮革制造产
业，以世界最大的羊剪绒生产企业隆丰
公司为龙头，吸纳关联企业 100余家。
生物化工产业，以世界最大的核黄素生
产企业广济药业为龙头，吸纳集聚关联
企业 40余家。电子信息产业，骨干企
业皓泽电子手机智能对焦驱动元件产
量全国前列。新能源汽车产业，以领途
集团、天能集团为代表，加快实施总投
资 30亿元的领途集团电动汽车项目，
目前已实现首车下线。

孟州市市长吕沛说，孟州已稳步
构建起新时代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
并积极融入全省乃至全国开放大局，
不断审视谋划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举措，进一步强化“开放”这个
鲜明特征，通过打好“开放牌”，加快发
展方式转变、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促进
增长动力转换，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019年，孟州市完成地区生产总
值 373.5亿元，同比增长 8.2%，先后两
次入选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连续

11 年跻身全国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县
（市），今年又成功入选“2020中国最具
发展潜力百佳县（市）”和河南省第一批
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被赋予156
项省辖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将开放好故事写在
出彩中原的“封面”

南国的开放重镇深圳，有一座名

为“闯”的雕塑：健硕的巨人，张开双臂

用力撑开大门，轰然开启一片新天地。

南方的风激荡起黄河的浪，在孟

州人开放包容的思维空间里，也有这

样一尊虎踞龙盘的精神图腾。

桑坡小镇生产的包包，从这里进

阶时尚之都，成为名媛们引领潮流的

标配；郑州等地大超市里，经德众保税

区进口的西班牙伊比利亚肉制品，让

消费者食指大动；中原内配主动融入

全球市场淬火历练，牵手康明斯、奔

驰、沃尔沃等世界级的客户，打造全球

化的企业集团……

开放在润物无声中，丰富拓展着、

塑造着孟州乃至中原人的生活空间、

发展空间、精神空间、梦想空间。

在 世 界 地 图 上 看 孟 州 ，孟 州 很

“小”，在孟州看世界，世界很“大”，胸

怀世界的孟州干群擅长见微知著以小

见大，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孟州因此

赢得圆梦之州的美誉。

事实上，孟州与世界的距离，不在

于空间的大小，关键取决于改革开放

的力度，越开放，越发展。近年来，得

益于持续建设四大开放平台，着力打

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孟州快速走向全

球，世界和孟州渐行渐近，孟州的国际

朋友圈越来越大。

去年孟州的进出口总额为 40.4 亿

元，当前既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稳

中求进，更要放下 40.4 亿元的纪录，打

破地域局限，轻装上阵，更上层楼，将

更好的孟州开放故事写在出彩中原的

“封面”，更多的经验融入新时代河南

的开放画卷。 （陈学桦）

开放 创新 崇文 融合——
解读孟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内核（一）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10月 8日，游客在风景秀丽的新县田铺大塆旅游观光。位于大别山区的新县依托环境资源，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在这里，人们忘记了城市的喧嚣，得到山水间的宁静。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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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面对计算产业的“大航海时代”，

河南敏锐把握重大时间窗口期，采取
“软硬两手抓”的措施，携手华为共建
黄河鲲鹏产业生态。从选址、建厂到
投产仅用 58天，首条黄河鲲鹏服务器
和台式机生产线投产暨首批产品交
付，河南成为全国首家生产鲲鹏服务
器和台式机的省份；从一点适配、一处
认证到全国通用，中原鲲鹏生态创新
中心发放鲲鹏芯片适配证书数量居全
国首位，河南成为华为全国生态创新

中心运营的标杆和样板。
“海量”“天量”，数据的量级不断

被刷新，河南用正确的数据做正确的
事情，省级层面建立“一局、一中心、一
研究院、一公司”的组织架构，探索出

“管—运—建—研”分离的管理运营机
制，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统筹规划、组
织推进和建设管理，省大数据中心侧
重“定标、聚数、赋能”，省大数据研究
院着力发挥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
服务等智囊智库职能，正数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旨在做好人才、技术和项目

支撑，形成统筹协调、支撑有力的工作
格局和坚强保障。

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
权。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内需是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河南与沿海发
达地区在外向型经济资源禀赋的差异
将被弱化，数字经济又给了河南同等
条件下变道超车的历史机遇。或许我
们可以这样以主宾省的身份推介“老
家河南”、诚邀业界精英：一个以数字
经济为特色的参与全球竞争的内陆开
放大省。③9

“数字河南”正启航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谢
晓龙）漯河市南街村景区、许慎文化
园、沙澧春天生态园、小商桥景区，10
月 12日至 31日执行门票半价优惠；南
召大宝天曼度假区，自 2020 年 10 月
11日至 2021年 10月 10日，对联盟地
市居民给予免门票优惠……10 月 11
日，在漯河市举行的豫中南七市旅游
推广联盟年会上，一系列文旅惠民政

策令人耳目一新。
此次会议上，豫中南驻马店市、信

阳市、许昌市、平顶山市、周口市、南阳
市、漯河市七市的文广旅局负责人签
署了豫中南七市旅游联盟惠民合作协
议，并分别发布旅游优惠政策。协议
规定，七市市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在非
节假日、非国家法定假日、非景区大型
活动期间（以景区公告为准），到七市

联盟景区享受优惠政策，节假日享受
当日活动最惠待遇。

据不完全统计，本次联盟年会共
动员七市中的 74 家旅游景区和景点
推出了近 100 项文旅优惠折扣项目。
同时，七市将借助联盟机制，进一步整
合各市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区域旅游
线路和产品，打造生态豫中南大旅游
品牌。③9

74家景区景点近百项折扣

豫中南七市联手推出惠民旅游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