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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底所有贫困村
达到人居卫生条件标准

河南考生创全国中学生
创新作文大赛最好成绩

——追记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振立

是什么让千名群众为他长街送别？

许昌市民间投资动力强劲
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之比达92%

大气攻坚战第五周战报：

省辖市PM10平均浓度
再降5微克 淅川丹江口库区

桃花水母大面积现身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通讯员臧振峰）近几年，大蒜这

个小小的经济作物，已经成为了杞县声名赫赫的特色产业

和“经济名片”，不仅造福了杞县人民，鼓起了农民的“钱袋

子”，还成就了杞县“大蒜之乡”的美誉。如今，杞县大蒜不

仅在全国大蒜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在全球市场

上占有一席之地。

行走在杞县的乡间公路上，每隔不远，就会看到大蒜

收购点的招牌。近年来，该县把大蒜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

主导产业着力培育，按照“种植规模化、品种优良化、基地

产业化、营销市场化”的总体思路，不断引导农民扩大种植

规模，调优品质结构，培育销售市场，走出了一条具有杞县

特色的农业产业化道路。该县还通过举办大蒜节、大蒜经

贸洽谈会等形式，扩大杞县大蒜影响，还积极打造了电子

商务产业园，实现了杞县大蒜网上交易。2016年，杞县大

蒜收获面积53万亩，产量近70万吨，大蒜总面积与总产

量均居全国县域第一位，仅大蒜一项，杞县农民人均收入

增长7000元。

每年3个月的大蒜交易高峰期内，在该县长期驻点收

购的人员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省份的大蒜经销商，还有

出口企业派驻产地的专业人士。在大蒜产业的带动下，相

关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杞县新的经济增长点。从每

年的5月下旬，杞县全面奏响大蒜丰收的乐章开始，每亩

地900元左右的出蒜价格，便开始吸引着每年近5万人次

的“刨金”队伍来到这里；交易高峰时节，金杞大蒜国际交

易市场内每日用工达2000多人，工人每个蒜季可收入3

万元。5年来，该县餐饮、住宿行业的商户数量增加了3

倍。同时，长短途物流业发展速度迅猛。在大蒜产业的发

展推动和影响下，杞县经济结构逐步优化，三次产业比由

“十一五”末的36.7∶36∶27.3转变为29.5∶34.1∶36.4，三次

产业比重第一次由传统的“一二三”变为“三二一”。

“小蒜头”成就了杞县大蒜经营的大产业。通过近几

年的政府引导和龙头带动，杞县已发展150多个大蒜生产

专业村，15个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大蒜保鲜与恒温冷藏

库650多座，年储存能力达到50万吨，加工能力超过10

万吨；拥有大蒜贸易企业130家，专业大蒜经纪人1万多

人；大蒜每年直、间接出口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出口金

额2.4亿美元左右。

“杞县始终把大蒜产业作为一项惠民工程来抓，让农民

从大蒜产业中不断得到更多的实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

升‘金杞’大蒜品牌影响力，着力抓好基地建设与龙头带动工

作，不断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业效益和农民收益。在

大蒜产业的推动下，努力将杞县建设成为一二三产融合的示

范县。”杞县县委书记李明哲信心百倍地告诉记者。

48岁的王振立出殡那天，家人并没有张

扬，但送别的队伍却越来越长。口口相传间，

上千名群众自发等在必经的路上，他们的理

由出奇的相似：“他是个好人，我得送送他。”

6月2日凌晨，由于超负荷工作，王振立

心脏病复发去世，当时他身兼开封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运粮河组团园区

管委会主任和新区邮电局党组书记三职。

“粗萝卜细丝儿，咱从小处做从细处干，

不怕弄不成。”王振立这句极富河南方言特

色的心得，是他短短一生的写照。

克难攻坚当好领路人

去世前几个小时，王振立还在夷山大街

北延工程建设指挥部开会。参会的夷山大

街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世凯回忆，直到夜

里11点左右，王振立才叫停会议，说“感觉背

不得劲儿”。此时，王振立已连续工作15个

小时。

夷山大街北延工程所在路段号称开封的

“肠梗阻”。50米宽的南北主干道夷山大街到

了这里骤然缩窄，有长达650米的路段仅6米

宽，成为交通拥堵高发点。开封市政府曾两

次将其列入年度十大民生工程，但由于房屋

征收难度大，畅通工程始终停滞不前。

2016年初，王振立被任命为夷山大街北

延工程建设项目拆迁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负责最棘手的征收工作。此时，他已身兼开

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新区

邮电局党组书记等多个职务。

“你这小身板，那么多职务能受得了

吗？”王振立第一次到指挥部时，相识多年的

杨世凯跟他开玩笑。身高1.6米，体重刚过

百，还被检查出心脏病，外表瘦弱的王振立

令一些朋友担心，但他不以为意，“啥最重

要？责任担当！活儿交给你，干不好就丢人

了。”

熟悉王振立的同事知道，他有“粗萝卜

细丝儿”理论，凡事从细处做，没有干不成

的。“肠梗阻”路段所在的土城村是典型的城

中村，宾馆、饭店多，每户年收入十万至百万

元不等，拆迁难度极大。他下笨功夫，带领

人挨家挨户走访，了解各自的意见诉求，笔

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8月6日至7日，第11

届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暨首

届全国中小学生阅读能力大赛总决

赛在北京大学举办，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选拔的1732名优秀高中生

同台竞技。河南赛区选送的246名

考生分获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创造了历届大赛最佳成绩。

全国中小学生创新作文大赛是

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社和北京大学中

文系共同打造的、目前国内最具影

响力、规模最大的作文赛事。大赛

以组织严密，阅卷客观公正而得到

社会公认。大赛高中组的获奖选手

可以获得国内50余所知名高校的

自主招生考试报名资格。总决赛由

北京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教授，人民

教育出版社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及

国内知名中学的语文老师组成评审

团，现场阅卷，全程录像。

作为高考第一生源大省的河

南，2015年入围该项赛事总决赛的

仅有15名选手。2016年，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大河书局将该项赛事引入

河南，首次成立河南赛区。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所属全媒体联动，为大

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经过精心组

织，全省24.8万名学生报名参加这

一赛事。通过初赛、复赛，河南赛区

255人进入全国总决赛，成为参赛人

数最多的赛区。

河南赛区特等奖获得者、省实

验中学高二学生王一帆，在总决赛

中力压群雄，再次斩获全国特等

奖。同时，我省还有14人获得全国

一等奖，76人获得全国二等奖，155

人获得全国三等奖。

（李建峰 胡震环）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石雪帆 刘

德中）“水库里发现的东西，指甲大小，晶莹剔

透，一张一合的，像花朵一样。”连日来，淅川县

丹江口水库出现大面积的水生生物，繁花朵

朵，引得当地渔民惊奇连连。据相关专家鉴

定，这些水生物是被誉为生物进化研究的“活

化石”——桃花水母。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及核

心水源区，淅川县牢固树立“水质至上、绿色发

展”理念，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为载体，

奋力建设绿色渠首。该县先后关停并转工业

企业350多家，取缔4万多箱养鱼网箱，关停畜

禽养殖场200余家；还投资５亿多元，在环库区

乡镇建设了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立起

护水清漂长效机制，实现库区水质巡查常态

化。种种措施，为丹江口水库建立起一道“水

质安全保护网”。近年来，丹江口水库水质持

续稳定在国家二类优质饮用水标准，这为桃花

水母提供了优良的生长环境。

本报讯（记者王志昭实习生张

宴铭）8月8日，记者从省大气污染

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在大气攻坚战第五周（7月31日～8

月6日），我省18个省辖市PM10平

均浓度为54微克/立方米，与攻坚战

第四周相比，省辖市PM10平均浓

度降低5微克，下降8.5%；10个省直

管县（市）PM10平均浓度为54微

克/立方米，与攻坚战第四周相比，

下降5.3%。

在大气攻坚战第五周，除平顶

山1市PM10平均浓度高于国家二

级标准年均值（70微克/立方米）外，

信阳、济源、鹤壁、洛阳、新乡、郑州、

南阳、焦作、周口、许昌、开封、濮阳、

三门峡、驻马店、安阳、商丘、漯河17

市均低于或持平国家二级标准年均

限值（70微克/立方米）。

与攻坚战第四周相比，直管县

PM10平均浓度除兰考县高于国家

二级标准年均值（70微克/立方米）

外，滑县、固始、邓州、汝州、长垣、巩

义、永城、鹿邑、新蔡9县（市）均低于

国家二级标准年均限值（70微克/立

方米）。

8月5日，孟州市

赵和镇上寨村一品鲜

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孟庆进在采摘

头茬黑珍珠葡萄。该

合作社种植葡萄 120

余亩，全部采用沼液

追肥，不使用任何有

害激素，开园后每天

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

购买生态葡萄。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聂小品摄

本报讯（记者董学彦）8月6日，位于许

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森源电动汽车产业

园正在加紧施工建设。这个总投资100亿元

的大项目，建成后将形成20万辆纯电动乘用

车生产能力，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300亿元。

项目建设高潮迭起，投资规模持续扩

大，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在经济下行压力加

大、各地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背景下，许昌

市的民间投资却动力强劲、持续发力。今年

前六个月，全市民间投资总额达864.6亿元，

同比增长15.2%，分别高于全省、全国10.8

个和12.4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达到92%，分别高于全省、全国

13.7个和30.5个百分点。

“在全国民间投资普遍低迷的情况下，

许昌出现的增长幅度是努力的结果。”许昌

市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民营经济是许昌

改革开放以来的特色和优势，目前主营业务

收入超百亿元的民营企业有4家，并全部进

入“中国民营经济500强”。为更好地发挥

这一优势，许昌市把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作为

拉动民间投资的重大举措，提出了支持开拓

市场、搞好金融服务、推动创新发展、做强人

才支撑等38项具体措施，构建了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拓展了

新空间、增添了新动力。

政策的强力推动，使许昌市的民营经济

发展氛围更加浓厚、发展环境更加优良、发

展路径更加清晰、发展势头更加迅猛——

做强产业，成为促进民间投资的鲜明导

向。上半年，全市制造业民间投资592.5亿

元，增长36.6%，占全部民间投资的68.5%，

带动了全市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带动，成为许昌促进民间投资的有

效抓手。上半年，全市62个计划开工项目全

部开工，17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77亿元，

其中民间投资完成324亿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68%；199个城建项目完成投资142.6亿

元，其中民间投资101亿元，占项目总投资

的71%。

优化环境，成为许昌促进民间投资的重

要保障。多策并举简政放权，市级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全部予以取消和调整；实行市级

领导分包困难企业制度，着力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着力优化金融生态环

境，设立了8.48亿元的企业发展互助资金，

累计为170余家企业帮助调贷295笔、49.9

亿元，保障了这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表示，为促进民间

投资，许昌市将认真落实政策，让企业增加

更多的获得感，充分调动民间资本投资积极

性；强力招商引资，促进民间投资规模扩大、

质量提升；抓好PPP项目，加大面向民间资

本的招商力度，积蓄发展后劲；建立产业发

展基金，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为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生态葡萄
卖得俏

孟州

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记

者8日从住建部获悉，为改善贫困

村人居卫生条件，住建部等部门提

出：到2020年底，所有贫困村达到

人居卫生条件标准，基本消除人居

卫生健康隐患，大幅度减少人居卫

生条件恶劣导致的疾病发生率，促

使农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

习惯。

住建部等部门给出的贫困村人

居卫生条件标准是：居民饮用水基

本安全，户户实现人畜分居，卫生厕

所普及率明显提高，人畜粪便暴露

现象基本消除，农村生活垃圾得到

全面治理，农户住房具有基本的通

风、采光和保温功能并保障安全。

本报讯（记者樊霞）河南省人保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与省豫资公司近日合作设立200

亿元“人保河南城市发展基金”，为引导社会

资本支持我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

抓手。8月4日记者了解到，这是省财政厅

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撬动作用的举措之一。

近年来，省财政厅采取多项措施，引导社会

资本加大投入，积极服务稳增长保态势，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力。

去年以来，省财政厅将推广运用PPP模

式作为吸引社会资本、规范管理机制的突破

口，截至今年7月底，省财政厅PPP项目库入

库项目755个，总投资8789.36亿元。其中，

已确定社会资本方项目 89 个，总投资

1728.19亿元。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推介力

度，统筹各类支持政策，力争全年200个PPP

项目落地实施。

与有关金融机构合作设立3支总规模

3000亿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省、市财

政承诺各出资5%和20%，重点支持城镇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截至今年7

月底，3支新型城镇化基金支持项目62个，

落地投资1332亿元。省财政将统筹运用新

型城镇化基金支持PPP项目等，力争年底前

3支基金投资突破2000亿元。在前期实现

融资1294.7亿元的基础上，继续采用政府购

买服务模式与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合作，缓

解市县保障房建设资金压力。

为更好地撬动社会资本，去年以来，省

财政通过整合原有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先

后设立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现代农业发

展、科技创新风险投资等8支基金，首期总规

模210.2亿元，其中财政出资42.5亿元，初步

构建了新的财政资金运行机制。目前农业

综合开发财政股权投资基金已经完成投资

2.55亿元，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完成投资4.02

亿元，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完成投资约9680

万元，有力支持了相关领域企业发展。未来

几个月将加快基金运作，力争更多基金尽早

形成实际支出，进一步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为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自

今年起，省财政将连续3年注入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资本金，加快建立担保放大能力

强、担保再担保一体的融资担保体系。并计

划将省级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资金规模

增加至10亿元，扩大使用范围，支持市县统

筹现有财力设立信贷风险补偿资金和信用

担保资金，对经营暂时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给

予支持，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

企业信贷投放力度。

住建部等部门提出：

稳增长稳增长保态势保态势

我省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

撬动社会资本促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