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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专项计划
今年在农村贫困地区招生5万人

郑州探索开启“PPP”模式

生
财
有
道

时间：4月3日

场合：河南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

“科学发展载体是河南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主导支撑，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试验

田’，是全面依法治省的示范区，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试金石’。领导干部要深刻理解‘四

个全面’，并警惕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思想

误区。”当天下午，省委书记郭庚茂结束对濮

阳、安阳、鹤壁、焦作、新乡等5个市地产业集

聚区的观摩，总结6年来河南建设产业集聚

区等科学发展载体的经验、问题、对策。

郭庚茂说，在科学发展载体建设的实践

中，一大批干部得到锻炼和培养，但也有一

些干部认识上存在偏差。

“一是不能正确处理党的建设与经济建

设的关系。”郭庚茂说，一强调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一些同志思想上就模糊。党

委抓党建是本职所在，党委抓中心工作也是

职责所在。历史上，党从来都是把一个阶段

的中心任务和党建紧密联系，在推进党的中

心工作中管好党员、搞好党建。

二是不能正确处理作风建设、反腐倡廉

与调动干部工作积极性的关系。有人说当

官不容易，转而为官不为。也有一个论调

说，惩治腐败影响干部的积极性，影响经济

发展。这都站不住脚。不能说要求严了，各

方面规范了，不能搞特权了，就不作为了。

“讲规矩、讲法治，净化环境，强调为人民服

务，怎么会影响经济发展？作风建设和反腐

倡廉不应当也不可能影响一个以党和人民

事业为己任的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三是不能正确处理依法依规办事与深

化改革、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关系。有的干部

把依法办事片面理解为因循守旧、墨守成

规。还有的认为，要改革就应该允许突破法

律。这些认识都不正确。“没有法律规范，很

难树立政府公信力。法治不健全，对外开放

不可能有大发展。”郭庚茂说，只有在法治条

件下才能深化改革；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完善

法治。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郭庚茂要求，做

好思想和工作上的准备，坚持危中求机、和

衷共济、争取主动，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好的

态势。

（转自4月8日《河南日报》）

4月8日，记者从省招办了解

到，近日教育部下发通知，今年农

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简称国家专项计划）由中央部属

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为主

的本科一批招生学校承担，招生

规模为5万名。

据悉，专项计划综合考虑有

关省(区、市)贫困地区生源比例等

因素，合理安排分省计划，并向农

村考生数量多、升学压力大的省

份倾斜。国家专项计划实施区域

为832个贫困县，以及重点高校

录取比例相对较低的河南、广东

等省区。

考生需具有本省(区、市)实施

区域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和当

地高中连续3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符合当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父

母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

的，均可报考本省(区、市)实施区

域的国家专项计划。有关省(区、

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报

考条件及实施办法。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4月8日，记者从省招办了解

到，普通中专春季招生已经启动，

普通中专春季招生的学校为省教

育厅公布的普通中专层次的招生

学校（五年一贯制专科和“3+2”分

段制不参加春季招生）。

普通中专春季招生对象为身

体健康的初、高中及以上学校（含

同等学力）毕业生。符合条件的

考生可持学历证明、身份证或户

口本儿直接到普通中专学校报

名，也可以通过“河南省普通中等

专业学校招生服务平台”（http//

zzlq.heao.gov.cn）选 报 学 校 。

录取的新生纳入2015年招生计

划，普通中专春季招收的新生一

律免试入学。

届时，凡符合条件的考生，招

生学校可通知考生直接到校报

到，采集整理报到入校的新生基

本信息，经省招办审查后，由省招

办打印新生录取名册。招生学校

于5月20日~22日到省招办办理

春季招生录取手续。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近期我省各地出现明显降水

过程，4月8日，省农业气象专家

提醒农民朋友，因降水量较大而

出现土壤脱肥的田块，可在天气

和墒情转好后追施适量硫铵或尿

素；也可配合墒情追施有机肥，促

进冬小麦后期生长。

根据预报，从现在至4月15

日，豫西、豫北、豫中局部旱情已

解除；豫南大部、豫西南部分县

（市）及豫中中部等地由于前期降

水较多，土壤偏湿状况将加剧；全

省其他大部土壤墒情适宜，对小

麦生长较为有利。

省农业气象专家建议，低洼

田块应及时清沟理渠，排湿降渍，

确保田间不出现长时间积水。各

地应继续加强小麦病虫草害的监

测与防治工作。降水过后要及时

清除田间杂草，并密切关注小麦

纹枯病、条锈病等危害较大的病

害的发生发展情况。

帮忙记者田明

电话：13526688980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永

安）在鲁山县下汤镇龙潭村附近的山坡

上，一座座别墅式鸡舍散落在山茱萸花

丛中，成群的鸡在林下自由觅食。4月8

日，该养殖基地的负责人王福群告诉记

者，他养殖的这些柴鸡最大的不超过3

斤，由于每晚都栖息在树上，他为此注册

了“昭平湖树鸡”商标。

王福群从小在龙潭村长大，前些年

在平顶山市区做家装建材生意。2011

年10月，王福群成立了河南龙潭峡生态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包了村里的3600

亩山坡，引进纯种柴鸡在山这里放养。

为增加效益，王福群陆续在山上种

了3000多棵核桃树及杜仲等，在树间盖

了400多个别墅式鸡舍，还挖了鱼塘，建

了沼气池。山上种树，树下养鸡，鸡吃虫

子，鸡粪入池变成沼气，夏季可供山下

100多户村民做饭，王福群称之为生态循

环绿色养殖法。

“这鸡子上树叨虫、下树吃草，营养

价值很高，很受欢迎。”王福群说，如今，

养殖基地的柴鸡存栏量达10万多只，产

品订单接连不断。

中专春季招收新生一律免试入学

近期降水脱肥田块
小麦注意及时追肥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李汝

涛）4月7日，记者在商水县练集镇梁楼

村看到，不少农村妇女正忙着编织渔网。

据了解，该村村民苑国梁创办的渔

网加工合作社因渔网规格多，在湖南、浙

江、安徽等6个省份销路很好，加工规模

不断扩大，需要的渔网数量也越来越

多。许多妇女就把原材料带回家里编

织，按规格和数量结算工资。

“编一个大渔网手工费14元，中等

的5元，小的两元。”村民罗秀琴说，她

已经编了两年的渔网了，刚开始不熟

练，每月只能挣1300元，现在熟练了，

每月可挣1800元左右。“家里儿媳和女

儿都在编，全家人一个月下来可挣

5000多元呢。”

“编渔网技术比较简单，大家一学

就会了。”罗秀琴的儿媳闫月萍乐呵呵

地说。

据该镇镇长陶德山介绍，目前该镇

有2000多人在从事渔网编织，仅梁楼村

就有300多人。渔网编织已成为练集镇

当地农民致富的一项主业，全镇每年为

农民增收3700多万元。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4月 8

日，郑州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在郑州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这标志着郑州

PPP模式全面启动实施。

郑州市首批发布32个PPP模

式项目，总投资1126.1亿元。其中

轨道交通项目5个、总投资418.4亿

元；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4个、总投

资22.2亿元；公共交通项目4个、总

投资47亿元；环境治理和水利项目

7个、总投资212.1亿元；公路和市政

道路项目7个、总投资308.9亿元；

片区开发和园区建设项目两个、总

投资89.9亿元；综合管廊项目两个、

总投资20.8亿元；供冷项目1个、总

投资6.8亿元。现场重点推介5类17

个项目，总投资806.8亿元，17个项

目中轨道交通项目4个，污水污泥处

理项目两个，公共交通项目1个，水利

项目4个，市政道路和公路项目6个。

在随后举行的项目签约仪式

上，郑州市政府及相关投融资公司

分别与意向社会资本签署10个框

架协议，现场签约7个PPP项目，总

投资353.8亿元。7个项目分别是：

郑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一期工程、郑

州市有轨电车中原西路示范线工

程、郑州市有轨电车航海东路示范

线工程、郑州市有轨电车郑新快速

路示范线工程、郑州市双桥污水处

理厂项目、郑州市八岗污泥处理厂

改扩建工程、郑州市牛口峪引黄调

蓄工程。

■相关链接

PPP（公私合营）模式：是指政府

和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

服务等领域建立的一种“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伙伴式关

系，由社会资本承担项目的设计、建

设和基础设施的运营、维护等大部

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以及

必要的“政府付费”等方式获得收益

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对基础设施及

公共服务的价格和质量进行监管。

首批32个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面向全国推介

本报讯（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张增峰）4

月3日，一场春雨给民权县添了几抹新绿。

一大早，该县老颜集乡干部秦兴奎就来到该

乡胡楼村农户高建一的肉羊养殖场。“老高，

给你捎了几本养殖科技书和一些市场供求

信息报纸，肉羊养殖前景虽然看好，但还得

看着市场来呀！”秦兴奎边说边将书报交到

高建一手里。

近几年，肉羊市场价格持续走高，高

建一看在眼里，但苦于没有技术和场地，

使他一筹莫展。秦兴奎了解到情况后，不

仅主动帮他解决养羊场用地问题，还介绍

他到养殖企业实地参观学习，请专家为他

答疑解惑。如今，高建一的养殖场效益可

观，肉羊存栏近2000头。“老秦就是俺养

羊致富的‘导航’！”高建一道出了自己的

心声。

如今，为农民致富担当“导航”是该乡

党员干部除日常工作以外的另一项“主

业”。该乡着力发挥基层党员干部的模范

导向作用和致富带富能力，深入开展结对

帮扶活动，帮助和带领农户发展种植养殖、

设施农业等致富项目，并提供技术培训、市

场信息等方面的服务，切实发挥致富“导

航”作用。

去年，老颜集乡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户王

勇，在该乡干部杨玉玺的引导下，回乡开办

了“众邦彩瓦厂”。建厂过程中，杨玉玺千方

百计帮他跑资金，并协调用工、用电问题。

工厂投产后，产品远销多个县区，效益丰

厚。王勇不但自己赚了钱，还为村里的富余

劳动力找到了就业门路。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玉温天

立）“现在正是上班、上学早高峰时间，大

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是老人和孩

子，过路口时千万要注意安全。”4月7日

早上，在汤阴县城关镇五里村与中华路相

接处，身穿反光背心的村治安主任兼交通

安全劝导员黄石头，一遍又一遍地对熙来

攘往的人流喊道。

据汤阴县城关镇交通站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排除道路交通隐患、减少交通事

故发生，该镇投入8万余元为辖区内主要

道路安装了标志牌及减速带，并购置口

哨、袖标、反光背心等，在全镇16个行政

村设立“交通安全劝导站”。其职责主要

是负责协助执勤交警对非机动车、行人进

行管理；协助维护路口及人行横道交通秩

序，劝阻交通违法行为；协助进行交通文

明、交通安全、交通法规知识等内容的宣

传；热情答复问事问路，提供能力范围内

的便民服务；熟练掌握交通安全自我保护

和防范知识，积极开展文明交通宣传教育

活动。

省委书记郭庚茂谈落实“四个全面”

纠正三个思想误区 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讲规矩、讲法治，净化环境，强调为人民服务，

怎么会影响经济发展？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马跃峰

鲁山县龙潭村

核桃树下柴鸡跑
商水县练集镇

小渔网编织大产业

民权县老颜集乡

致富路上党员帮 农民赚钱有“导航”

汤阴县城关镇

一村一劝导
安全有保障

4月7日，在洛阳市牡丹城广场，盛开的牡丹花吸引了不少游人和晨练的人。近年来，洛阳牡丹产业发展迅猛，牡丹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不仅新建了一些牡丹观赏园，还在洛浦公园、露天广场等地种植了大片牡丹花，供市民免费观赏。 本报记者 杨远高 摄

去洛阳，免费赏牡丹

今日导读

禹州小伙逆袭群众演员成导演 5版

7660万元支持猪牛羊发展 6版

2015年河南省畜牧良种补贴方案出炉

鸡蛋营销亟待回归理性 6版

坚守良知为爱出彩 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