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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花木产业 带动乡亲脱贫彭传海

本报讯（通讯员梁军锋 魏冉记者黄华）

居住在遂平新区天韵阁小区的退休职工王万

江，闲暇时他都会骑着电动车在城区走一走，

看一看，用手机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变化。“现

在的县城变化非常大，我居住的小区里一排

排翠绿的风景树整整齐齐，微地形草坪随处

可见，小区外紧挨着4A级湿地公园、园林公

园，仿佛置身画中，生活在仙境，真是太幸福

了。”11月12日，王万江兴奋地对记者说。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五年来，遂平县委、县政府围绕城市建设

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以提高城市品质、

优化城市环境作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切入点

和突破口，大力推动新老城区建设，一幢幢高

大气派的楼房耸立云端，一条条道路宽阔顺

畅，一个个公园风景如画，一个城美、花香、草

绿、水秀的新城让世人惊叹。目前，县城建成

区已扩大到2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40.26%。

新区建设态势喜人。发展框架全面拉

开，建成区面积达6平方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220亿元。市政路网初步形成，天中文化旅

游创意产业园、城市规划展示中心、110指挥

中心已建成投入使用，建业森林半岛、玉湖公

馆等住宅小区也已交房入住，玉带河生态水

景公园、党庄安置社区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

水晶城、城中央等城市综合体和智慧城市项

目正在加紧施工。▶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张光杰 曲

焕平）11月12日，在洛宁县马店镇关庙村贫

困户张新宁的果园里，他喜滋滋地说：“今年，

县乡村三级干部天天往俺家里跑，帮俺学技

术，抓管理，俺家的10亩金珠沙梨长得可欢

了，准保收获2万多公斤，今年脱贫有望了！”

张新宁能够得到这种“保姆式”科技帮扶，

得益于该县实行的脱贫攻坚“十级责任体系”。

今年年初，洛宁县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明确分工、凝聚合力，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县委书记、县长主

体责任，副县级干部分包责任，县直单位正职

行业扶贫直接责任，县派督查巡查组督查巡

查责任，乡镇党政正职对所辖乡镇脱贫攻坚

主体责任，乡镇一般同志帮扶责任，乡村‘两

委’脱贫责任，驻村第一书记脱贫责任，村级

脱贫攻坚责任组脱贫责任，包户干部脱贫责

任”10个层级责任到人体系，逐层列出责任

账，逐级签订责任书，逐项明确责任人，确保

脱贫任务分解到每一个单位，落实到每一名干部，着力构建责任清晰、层

层联动、人人有责、合力攻坚的“十级责任体系”大格局。

为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投身脱贫攻坚的热情，该县对所有脱贫攻坚一

线干部，在培养使用、表彰奖励、待遇保障、人文关怀、能力提升、容错纠错

6个方面强化关怀激励，确保扶贫干部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

▶下转第二版

干练、帅气，时而沉静如水，时而激情四

射，这是彭传海留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今年

44岁的彭传海是河南青联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从一个贫困农家的懵懂少

年到一个懂得责任担当的企业家，27年来，

彭传海怀揣梦想，一路前行，书写了一个又

一个人生传奇。

怀揣梦想做大花木产业

彭传海出生在潢川县卜塔集镇，一个远

近闻名的花木之乡。中学时，因家境困难早

早辍学帮父母摆地摊卖胡辣汤，但他不想就

这样过一辈子。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美好

梦想和对绿色军营的向往、热爱，他报名参

军去了坐落在大海边的部队农场。

在部队养虾那些日子，彭传海住在塑料

棚里，悉心观察、揣摩，苦学技术，晚上10

点，凌晨3点，第二天清晨，每天准时喂料。

当年，他养虾的效益就实现了翻番。

1995年，彭传海退伍回乡。1996年，他

和两个朋友北上承包养殖场，但没有成功。

彭传海再次回到家乡，经过半年调整，

到县土地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上班。在

工作单位的办公室里，他捧着一杯茶，一天

就是喝喝茶、看看报，感到很是苦闷，难道自

己就这样过一辈子？

5天后，彭传海离开了让人羡慕的单

位，带着家里凑的、借的1600元钱踏上了

北去的列车。所到之处，他就像一只饥饿

的鹰，紧盯着每一个可能赚钱的机会。他

不厌其烦地到处推销家乡的花木，也四处

碰壁。

彭传海没有放弃，当他提着一个装满花

木照片的布袋子，来到辽河油田时，第一单

生意终于做成了。之后，从大连、石家庄，再

到郑州，从卖花木到做花木工程，彭传海的

生意做得风生水起。1997年，彭传海作为

创始人创办了注册资金为15亿元的河南青

联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设四个子公

司。2002年，彭传海创办河南莱泰园林发

展有限公司，2004年，“莱泰”成为河南省第

一批拿到国家园林施工一级资质的企业。

2006年，彭传海又在潢川成立了全资子公

司——河南莱新农林科研有限公司。“莱新”

于2004年被国家建设部批准为国家城市一

级绿化企业。2015年，河南莱泰园林发展

有限公司改制为莱泰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6月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实现新三

板挂牌上市。

产业扶贫带动乡亲致富

如今的彭传海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一心

想改变家庭面貌的农家孩子了，困难挫折、

风风雨雨让他更懂得了责任和担当。

他为家乡捐建多媒体书屋，捐款修路，

参与社会救助。通过自己的事业，他带领父

老乡亲走上了富裕路。

每年，彭传海的各项工程从潢川拉出

上千车的苗木，他的公司和各类施工项目

安排400多名青年就业。更有不计其数

的乡亲在从事苗木种植、销售及绿化工程

施工。

精准扶贫开始后，彭传海主动找到潢川

县领导，要求参与脱贫攻坚。他派出人员调

查了公司所在地附近乡镇贫困户情况，拿出

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通过“产业+金融”扶贫

模式，带动魏岗乡、踅孜镇等乡镇的18个行

政村700多贫困户增收脱贫。

位于潢川县魏岗乡蚕种场的河南莱新

农林科研有限公司是他送给家乡的“礼

物”。这家公司流转土地5000多亩，最多时

每天用工600多人，最少时每天用工也有

100多人。在用工过程中，他优先雇用贫困

户，男工一天80元，女工一天70元，一个计

件工一天能挣两三百元。今年1月到8月，

“莱新”用工工资支出就有600多万元。

卢顺水是魏岗乡柳店村人，他晚上看

场，白天在公司干活，他妻子也在公司干些

杂活，夫妻二人一年能收入8万多元。同是

柳店村的贫困户吴德明，一家几口人全靠他

养活。他在公司干活，加上土地流转的收

入，一年下来有4万多元，家庭状况大大改

善。胡围孜村的丁玉中在公司学到了红叶

石楠扦插技术，去年他家扦插培育红叶石楠

4亩多，成活率95%以上，净挣了8万元，彻

底扔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彭传海说，原来创业是为了改变家庭经

济状况，现在干事更多的是为社会、为团

队。就像上了高速奔驰的火车，停不下来，

必须一往无前，永远在路上。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付忠

于牛志华）11月14日上午，汝南县

17个乡镇（街道）都组织帮扶队员

召开培训会，拉开第四次“五天四

夜”驻村帮扶大幕。

“五天四夜”就是汝南县组织所

有帮扶责任单位和帮扶责任人

5000多名干部，由“一把手”带队，

集中一周时间，深入到贫困户家中，

开展面对面帮扶活动的方式。自9

月份以来，该县已相继开展了三次

“五天四夜”驻村帮扶，受到群众由

衷称赞。

据介绍，活动开展期间，该县所

有县级领导带头深入到联系的贫困

户中，利用一早一晚时间，组织群众

开会，宣传政策，解答各种疑问，化

解矛盾；带动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

人集中优势资源、主要力量向脱贫

户倾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帮助

扶贫对象解决其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焦萌

冯和平）11月13日晚，叶县廉村镇后王

村文化广场上举行了2017“文明叶县·

欢乐中原”暨“百城万场”广场文化活动

的闭幕式演出。

整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有歌曲、舞

蹈、小品、杂技、快板等文艺节目，当晚

1000余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此场文化惠民下乡演出，是叶县文

化扶贫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自今年6月份“文明叶县·

欢乐中原”暨“百城万场”广场文化活

动启动以来，该县坚持以文化惠民为

主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演艺方式为

载体，覆盖城乡、延伸农村。截至目

前，全县共举办各类综艺演出和文艺

赛事30余场，演出节目360多个，参与

演出人员9000多人次，观众达30余万

人次。

11月14日，武陟县西陶镇七倍怀药种植合作社的社员将采挖好的怀山药装车。 初冬时节，武陟县种植的怀山药陆续进入收获

期，当地农民抓紧采挖、加工、销售。 冯小敏陈继红摄

本报讯（记者张生平 刘景华）11月16

日，全国金融扶贫现场观摩会在三门峡市召

开，省委副书记王炯致辞，副省长王铁参加

会议，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参加会议

并讲话。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

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和关键

支撑。我省在推进脱贫攻坚中，把金融扶

贫作为战略举措和重点工作来抓，银行业、

保险业、证券业“三驾马车”齐驱并进，有力

助推了脱贫攻坚。今年3月，我省在卢氏

县启动了金融扶贫试验区建设，并探索形

成了以“政银联动、风险共担、多方参与、合

作共赢”为基本思路，以金融服务、信用评

价、风险共担、产业支撑“四大体系”为突出

特点的“卢氏模式”。今年以来，我省先后

召开全省金融扶贫工作现场会和观摩推进

会，在全省推广“卢氏模式”。目前，我省所

有的贫困县全面建成“四个体系”，非贫困

县“四个体系”建设也基本完成，初步形成

方便快捷的金融扶贫服务网络，有效发挥

了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激发了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

促进了产业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提质增

效。截至10月底，全省扶贫小额信贷余额

已达156.5亿元，金融助力脱贫攻坚的作用

日益显现，一大批贫困群众初步尝到了金

融扶贫带来的甜头。

洪天云充分肯定了河南在金融扶贫方

面的做法和成绩。他说，河南在金融扶贫方

面创新出“卢氏模式”，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

定，为全国金融扶贫工作探索了路子、提供

了示范。“卢氏模式”有效解决了贫困户和金

融机构之间的供需对接难题，成功破解了小

额信贷扶贫政策的落地障碍，找到了金融扶

贫供给侧改革的一条具体路径。卢氏等地

的经验证明，扶贫小额信贷已经成为农村贫

困群众最欢迎的金融扶贫品牌，成为银行最

放心的金融扶贫产品，成为含金量高的金融

扶贫政策。他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扎实

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

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和

金融部门的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

到卢氏县现场参观学习。省扶贫办、三门

峡市、三门峡市陕州区、卢氏县作了典型

发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

监会、中国银监会等就金融扶贫作了发

言。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11月16日，方城

县开展全县基层党组织书记十九大精神专题

培训，县委书记褚清黎亲自为500多名村支

部书记作报告，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针对方城县“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

穷县、人才缺县”的实际状况，褚清黎从“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重

点环节入手，对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具体宣

讲。此外，褚清黎还就土地承包、土地流转、

谁来种地、美丽乡村建设、教育、养老、看病等

问题，一一回应了大家的期待，并对大家最关

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疑释惑。

据了解，连日来，方城县所有县处级领导

先后深入分包联系的行政村和贫困村，与基

层党员干部共同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同

时，还以不同形式、不同方法，真正把十九大

精神“进农村、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落到了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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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集中向村支部书记宣讲十九大精神

□本报记者王东亮

全国金融扶贫现场观摩会在我省召开
省委副书记王炯致辞 副省长王铁参加

武陟怀山药收获忙

汝南

驻村帮扶“五天四夜”常态化

本报讯（记者王映）满载着中原大地的芬

芳，饱含着中原儿女的深情，11月16日上午

10时，随着濮阳县渠村引黄闸缓缓抬升，引

黄入冀补淀工程开始通——一泓清流顺千

里长渠直达雄安，中原与雄安心手相连。

作为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引黄入冀补淀工程的建设初衷是

为了缓解河北用水之困。今年4月，国家

出台雄安新区战略规划，让这项工程拥有

更加宏大的历史使命：为雄安新区建设提

供坚实的水资源保障。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于2015年10月

26日开工，跨越黄河、海河两大流域，自我

省濮阳县渠村引黄闸取水，途经河南河北

两省的濮阳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

沧州市、保定市6市26个县（市、区），最终

进入白洋淀。工程线路总长482公里，其

中河南境内84公里，河北境内398公里，

惠及沿线465万亩土地。

▶下转第二版

一泓清流雄安去 千里长渠始中原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全线通水

叶县半年举办
30余场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田明）11月13日，记

者从省招办获悉，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

全省网上报名启动。开始时间为11月

21日9:00，截止时间为艺术、体育类11

月 27 日 18：00，其他类 12 月 9 日 18:

00。所有参加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考试以及提前单独招生的考生，均须

参加全省统一组织的报名。

届时，我省实行网上报名与现场确

认相结合的办法。

我省高招报名
11月21日开始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周桃龙）“奖励2017年造林绿化

先进乡镇九重镇30万元，寺湾镇

20万元……”在近日召开的淅川

县林业工作会议上，该县财政拿

出100万元对先进乡镇进行表彰

奖励。

淅川县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

程渠首和核心水源区，近年来，该县

强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制订造林

考评方案，建立考评机制，并把考评

结果作为年终绩效考评的重要依

据。为解决造林成活率低的问题，

该县全面推行合同造林机制，由淅

川县对准造林公司签订造林合同，

公司自购种苗，组织专业造林，经省

级验收合格后，依照合同兑付造林

资金。

该县今年完成人工造林11.68

万亩，占省市下达任务4.31万亩的

271％，林业工作连续五年位居全

市前列，森林覆盖率由“十二五”末

的37.9%增加到现在的45.3%，山

区林农收入40%来自林业。

淅川

100万元奖造林工作先进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