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联系电话 总编室：0371-65795713 广告部：0371-65796176 发行部：0371-65795830 中原三农网：0371-65795715 责任编辑 张豪 图片总监 吕咏梅 版式 屈伸 校对 段俊韶

25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2018年4月 第3469期 今日4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41-0101 邮发代号 35-2

微
信新闻热线 0371—65795789 中原三农网 www.zysnw.cn

日 星期三 戊戌年三月初十

农村版
服务三农 第一媒体 HENAN DAILY COUNTRYSIDE SECTION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程琳涛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杨文
甫 封德）群山环绕，青翠欲滴。暮春时

节，行走在龙乡西峡的村村寨寨，一条条

高标准的农村公路四通八达、纵横交错，

一辆辆大货车、小轿车来往穿梭。“以前交

通不便，山里人走不出去，外地人进不来，

我们吃尽了贫穷的苦头，现在路面好了、

路变宽了，走在路上，心里也舒坦了，山货

也可以快速运出了，脱贫致富的劲头更足

了！”位于老界岭之巅、西峡县太平镇桦树

盘农家5号老板龙保玲的一席话道出了

山区群众的心声。

近年来，该县把“建好、管好、护好、运

营好”农村公路，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的有力抓手和重要载体，久久为功，打出

一系列“组合拳”，打开了山区农民致富的

大门，打通了经济发展的命脉。“作为经济

发展的先行部门，我们立足山区实际，进

一步完善道路发展规划，切实加强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路网等级和通行能

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该县

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宜文由衷地说。

破解瓶颈，构建内联外通“公路网”

“通陕甘之孔道，扼秦楚之咽喉”、“路

通秦晋、水达吴楚”，这些都是历史上对西

峡战略地位的描述。曾几何时，这个地处

八百里伏牛山腹地的深山县，交通不便、

公路等次低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短

板”。大山，阻碍了西峡人投向外界的视

线，也阻碍了外界投向西峡的目光。

如何打破这一瓶颈？西峡县委、县政

府认为，只有交通率先突破才能抓住加快

经济社会跨越赶超的“牛鼻子”。他们立

足实际，超前谋划，紧紧抓住国家加大中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投入的重大机遇，

积极争取建设资金，不断完善路网建设。

他们主动与上级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

支持，提出了“先国省主干道，再重点山区

路段，同步改善县乡路”的发展思路，吹响

了“公路通百业兴”的集结号。

短短几年时间，该县通过对上争取项

目资金，对下创优施工环境，发扬“强素

质、抓质量、赶进度、讲奉献”的优良传统，

累计投入20多亿元，先后完成了国、省线

主干公路改造升级300余公里，打通了国

道209、省道328、335线断头路，新建景

区道路100多公里，完成通村公路建设

500余公里，消灭了到学校、村部的“晴通

雨阻”砂石土路，实现了主干道路“三个提

升”。

建设“平安公路”、“人文公路”、“和谐

公路”，是西峡交通人长期以来为之不懈追

求的目标。针对国道208线、省道328线

穿越北部深山区，坡大弯急、路况欠佳等特

点，他们投资3000多万元修筑钢筋水泥防

撞墙1.5万米，紧急避险车道5处，强制汽

车降温池3处，增设危险警示标志标牌68

块。结合文明样板路创建，在国道208线

北部山区90余公里沿途的龙潭沟、地下

河、老君洞、五道幢、老界岭、耍孩关等景区

路段，投资200余万元在沿线山体上修建

能够反映中原历史、文化的浮雕墙40多

块，提升了道路的文化品位。

▶下转第二版

道路是经济发展的命脉。近年
来，西峡县牢固树立“经济要振兴，交
通须先行”的发展理念，不断加大投
入力度，加快县域公路建设步伐，提
高公路养护管理水平，连续28年蝉
联全省“好路杯”，用勤劳、智慧和汗
水建成一条条“民生路”、“民心路”、
“脱贫路”，方便了山区群众安全、便
捷、高效出行，为贫困地区带去了人
气、财气，同时也凝聚了民心、密切了
党群干群关系。

村(社区)党组织一次性选举成功率为

99.6%；乡镇（街道）党（工）委批复的党组

织书记、副书记当选率为100%……今年

3月至4月，按照全省统一安排部署，漯河

市1265个村和76个社区高标准、高质量

完成党组织换届选举任务，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连任812名，新当选529名，平均

年龄48.7岁，较上届减少0.8岁，其中妇女

干部527人，占到13%。与以往相比，此

次村（社区）党组织换届标准最高、纪律最

严，也是获得社会评价最好、党员群众参

与率和满意度最高的一次换届选举。

历尽夏桑，始得秋实。从3月初村(社

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全面启动以来，

漯河市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指导，认真谋划部署，充分发扬民

主，严格政策程序，着力正风肃纪，织密

“责任网”，打好“提前仗”，布好“开局棋”，

绷紧“高压线”，通过“四步走”把从严的标

准贯穿换届始终，确保了换届选举工作平

稳开局、有序推进。

织密“责任网”。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市委常

委会多次专题听取换届选举工作汇报，市

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协调小组

也先后召开协调小组会、调度会、推进会，

部署推进换届工作。市、县区主要领导多

次深入基层，实地调研指导换届工作，现

场办公解决问题，确保了换届工作有条不

紊推进。各县区、各乡镇（街道）分别建立

了县乡领导干部联系点、县级领导干部分

包乡镇、乡镇领导干部分包村制度，实行

每日进度报告、每周进度通报和定期汇报

工作进展情况的工作机制，健全完善了责

任落实体系，为换届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

打好“提前仗”。把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与基层村“两委”换届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

防止宗族恶势力、“村霸”等渗透和破坏基

层村“两委”换届工作。2月份以来，漯河

警方在率先打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

省第一枪的基础上，3月份又对农村涉黑

涉恶人员开展集中抓捕行动，形成了震慑

警示，净化了换届风气。

布好“开局棋”。2017年12月，按照

省换届办统一部署，对全市村（社区）开

展离任经济审计、矛盾问题摸排等工作，

重点摸清了各村（社区）存在的问题矛

盾、党员群众思想动态和影响换届选举

的不利因素，对73个重点难点村进行分

析研判，建立整改台账，进行分类施治，

消除了可能会影响换届选举的不稳定因

素，营造了和谐稳定的换届环境。各县

区对重点难点村，靠前指导，跟踪问效，

抽调800余名干部，深入一线，做到发现

问题，及时妥善解决，保障换届选举工作

顺利平稳推进。

绷紧“高压线”。借鉴市县乡党委换

届工作成功经验，突出从严标准，对照不

宜担任村（社区）“两委”成员的10种情

形“负面清单”，将“乡镇（街道）考察初

审、县区复查联审”程序前置，严格审查

候选人资格，广泛征求纪检监察、信访、

公安、司法等部门意见，坚决防止“带病

提名”“带病当选”，完成了4143名候选

人的考察联审工作，64名候选人被取消

候选人资格。

“这次村(社区)党组织换届，把加强

党的领导贯穿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把

好组织关、人选关、程序关、纪律关，牢牢

把握了主动权，是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漯河市委书记蒿

慧杰说。

4月23日，在周（口）南（阳）高速公路社旗段潘河大桥施工工地，工人在加紧施工。据了解，周南高速全长196.453公里，途经周

口、驻马店，终点位于南阳北绕城高速北约4.9公里处，工程投资估算141.25亿元，预计2019年底通车。申鸿皓摄

本报讯 （记者李政）4月24日，省

卫计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卫计委新闻

发言人、副巡视员周勇发布我省药品和

医用耗材采购管理工作情况。

据了解，我省从2017年年底协调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临床用量大、采购

金额高的253个独家药品进行议价，平

均降幅约12.25%，与去年同期采购额相

比，2018年可节约药品费用8.08亿元。

2018年，对用量大药品目录内剩余的

434个药品，联动山东等11个省份的新

一轮药品集中采购结果，并结合我省上

一轮药品集中采购结果，取最低值作为

挂网限价，全省公立医疗机构采购价格

不得高于挂网限价。

周勇介绍说：“据统计，目前已确认

限价的药品品规 2425 个，平均降幅

29.3%，与去年同期采购额相比，预计

2018年可节约药品费用35.36亿元。经

两轮降价措施，2018年共计可节约药品

费用43.44亿元。”

为进一步降低高值医用耗材采购价

格，我省于4月18日起，全省公立医疗

机构按照省人民医院和郑大一附院议价

后的全省最低采购价格实施省内高值医

用耗材（试剂）价格联动。经测算，联动

后全省高值医用耗材平均降幅为

18.8%，可节约高值医用耗材费用10.26

亿元，试剂平均降幅为28.1%，可节约试

剂费用9.37亿元。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 实习生杜凯
雯）4月24日，记者从全省机动车污染防

治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我省把以柴油

车为重点的机动车整治提标攻坚战，作

为打赢打好全省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五大战役之一。今后一段时间将以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为重点，强化机动车执法

监管，开展柴油车治理改造。

针对重型柴油运输车辆的治理，省

环保厅副厅长焦飞强调，一是要组织当

地安装或升级改造柴油货车尾气后处

理装置。重型柴油货车全部安装颗粒

物 捕 集 器（DPF）和 催 化 还 原 装 置

（SCR），并安装实时排放监控装置，确

保稳定达标排放。二是要组织开展专

项执法检查。在主要入省道口开展外

埠入省重型柴油车尾气抽查检测，在省

内物流园区、货物集散地等对重型货车

开展达标执法检查。三是强力推广车

用尿素。省内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沿

线的加油站点必须销售合格的车用尿

素，在加油站点逐步设立固定“加注式”

尿素供应设施，保证柴油车辆尾气处理

系统的尿素需求。

本报讯（记者樊蒙蒙）4月24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五一”假

期我省高速免费通行时间为：自2018年

4月29日0点至2018年5月1日24点

止，全省高速公路收费站免收7座以下

（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

根据预测，今年“五一”小长假短途

自驾出行热度将持续上涨，我省高速公

路收费站出口总流量将达750万辆左右，

假期日均流量达248万辆，为年平均日流

量125万辆的1.9倍。

“五一”假期期间易拥堵路段包括：

南北纵向：京港澳高速（郑州南三环站至

薛店往南方向）、机场高速、郑尧高速（始

祖山隧道段至禹州往南方向）、兰南高速

（许昌至襄城往西南方向）；东西横向：连

霍高速（刘江枢纽至广武枢纽）、郑少高

速（郑州西南站至新密往西南方向）。

本报讯 （记者田明）4月24日，记

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河南省2018年度

生源地助学贷款预申领启动，我省符合

条件的高中应届生均可申请。

据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是银行等

金融机构向符合贷款条件的普通高校新

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在户籍所在地办理的

助学贷款。即日起，我省将全面启动贷

款预申请工作。高中预申请范围包括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

的学生、农村或城镇低保家庭学生、家庭

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

养学生和遭受自然灾害或遭遇突发事件

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的家庭学生。

预申请信息采集将于5月31日截止。

政策规定，9月入学后，每人每年贷

款额度不超过8000元，对本专科生年度

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低于8000元的，

助学贷款额度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据

实综合确定。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曹怡然）4月

26日至5月3日，以“相约健康养生地·

畅游玉润花香城”为主题的中国·南阳第

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月季花会将

在南阳举办，主会场设在南阳市体育场，

节会由开幕式、玉文化系列活动、月季花

会系列活动、旅游系列活动、招才引智及

招商引资系列活动、群众性文化体育系

列活动六大板块组成。《花中皇后南阳月

季》(第六组)邮票发行仪式、“老家河南·

避暑南阳”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也将同

期举行。

据了解，本届玉雕节将举办全国玉

雕精品展览展销、第六届中国玉石雕刻

作品“玉华奖”评选及颁奖、新时代玉文

化高峰论坛等六大项活动。这些活动主

要展示全国高端玉器和南阳庞大的玉文

化产业规模，对南阳玉产业品牌宣传、产

业提升有重要意义。

此外，第九届月季花会系列活动，策

划了赏月季爱市花游园、精品盆栽月季

及盆景艺术展、插花艺术与集体婚礼新

娘捧花展、月季主题集邮展览等8个分

项活动。

西峡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核心提示

漯河“四步走”推动村“两委”顺利换届

我省限价药品价格
平均降幅近三成

我省重点治理重型柴油车污染

“五一”小长假全省高速免费

生源地助学贷款预申报启动

南阳玉雕文化节明日开幕

本报讯 （记者董伦峰）4月23日，

杞县在电子商务产业园举行“大蒜助脱

贫·电商帮农民”新闻发布会，对杞县大

蒜产业发展情况、杞县电子商务发展情

况、杞县电商助推大蒜产业发展工作进

行介绍，广邀电商帮蒜农销大蒜、蒜薹。

在发布会现场，河南农购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建华说：“现在正是大

蒜、蒜薹上市的季节，电商销售不但能帮

助农民改变单一的销售渠道，还能帮他

们卖个好价钱。”

河南汴东电子商务发展有限公司是

一家电商孵化培育企业，该公司负责人

万开平表示，公司将从运营支持、孵化培

育支持、策划支持、形象设计、流量支持、

大数据支持几个方面对杞县大蒜和蒜薹

的线上销售给予支持，今年计划孵化培

育15至20家杞县本地电商企业，销售

大蒜2000万斤，蒜薹500万斤。

据了解，此次新闻发布会共邀请70

余家电商参加，发布会结束后，与会人员

参观金杞大蒜国际交易市场、万亩蒜田，

详细了解了杞县大蒜产业在种植、加工、

销售等方面发挥的扶贫带贫作用。

周南高速加紧施工

杞县

蒜农“傍”电商 大蒜销路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宋向
乐刘晓明）4月24日，来自全国的20位网

络名人走进郑东新区、郑州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郑州跨境E贸易服务、郑州航空港

综合保税区等地点，感受郑州日新月异的

发展，见证郑州新变化。

本次活动是中央网信办与河南省委

宣传部、河南省委网信办、大河网等联合

举办的“学习践行十九大，助力决胜全面

小康”全国网络名人看河南活动。活动

中，来自全国的网络名人，通过微博、微信

等平台，记录河南之行的所见所闻，感受

河南的新变化。

美丽的郑东新区让网络名人不吝赞

美之词。贵州省总工会宣传部调研员周

君良说，“规划面积370平方公里的郑东

新区，经过短短十余年发展，已经从鱼塘

满地变为水域靓城，成为中原大地的一张

蜚声世界的新名片。”

网络名人“地瓜老李”更是称郑东新

区为“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

来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网

络名人“巍岳钦禹”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以前我以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是飞机场，今天来了才知道原来是科技园

区，航空港就是个名儿，大概是高速发展

的意思吧。这里的手机园区一年生产3

亿部手机，而全世界一年的产量是21亿

部，7部手机中一部产自这里。”

据悉，网络名人们在未来3天将奔赴

开封、信阳、兰考等地实地感受河南新变

化。

网络名人
走进郑州“名片”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