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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视察军事科学院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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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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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

武国定在商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时指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坚持精准方略
让贫困群众精准脱贫持续脱贫

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登封 森林旅游激活绿色经济
桐柏 茶叶飘香带动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张雪霞 韩心泽 记
者冯刘克）近日，记者走进嵩山的万顷林
海，目及之处，峰峦俊秀、飞瀑直下、满目
尽绿。近年来，登封市充分发挥森林景观
资源优势，通过植绿护绿，不断健全森林
旅游发展体系，积极培育森林旅游新业
态，走出了一条生态得保护、经济得发展、
林农得实惠的共赢之路。
该市把森林旅游业发展作为改善生
态环境、拉动城市经济、建设宜居城市
的重要工程，先后编制了《登封市旅游
产业发展规划》
《登封市生态田园城市
景 观 规 划》
《香 山 森 林 公 园 总 体 规 划》
等，把国土绿化、景区美化、道路亮化等
全部纳入森林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实现
了资源生态、产业创收、绿色文化同步
发展的目标。
从 2000 年至今，全市累计义务植树
4048.8 万株，建设义务植树基地 82 个；完
成新造林 51.75 万亩。在厚植资源的同
时，重点加强对森林公园规划范围内林地

和各类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管理，139 人
的森林消防大队、全省第一个森林防火
指挥中心、66 个太阳能森林防火语音提
示系统等，有力保护了森林资源安全。
此外，争取生态公益林等项目支撑，出台
相关补贴政策，使林区群众从“砍树致
富”变“看树致富”，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
保护。
目前，登封全域已形成嵩山森林观光
与休闲养生生态旅游区、大熊山休闲度假
生态旅游区、香山中原风情生态旅游区三
大森林生态旅游区域，境内现有嵩山世界
地质公园、国家级嵩山森林公园、省级大
熊山森林公园和香山森林公园、郑州市级
朝阳沟森林公园，森林旅游地面积达到
1.75 万公顷，森林旅游地可游览面积达
4378.32 公顷，全域森林旅游的格局初步
形成。
据统计，2017 年，该市直接或间接从
事森林旅游人员近 10 万人，接待游客
1353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58 亿元。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杜福 叶种植已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近两年，桐
建）
“这几天，我们这里的红茶、黑茶车间 柏县加快低产低效茶园改造力度，大力发
忙得很，每天可以加工出两吨多红茶、黑 展“桐柏玉叶”和“桐柏红”优质茶区。过
毛茶（茯砖茶的原料茶）。”5 月 8 日，桐柏 去，桐柏只产绿茶，如今，桐柏茶业新添
县丹峰山茶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沛 “桐柏黑茶”茯砖茶，开启了“红、绿、黑”模
说，
“去年，我们公司出口茶叶创汇 346 万 式。
美元，带动全镇 200 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程湾镇栗子园村茶农余立朝说：
“我
致富。今年第一季度，我公司又出口红茶 家有 15 亩茶园，按正常年份，一亩能采摘
价 值 172 万 美 元 。”据 统 计 ，桐 柏 茶 叶 春茶鲜叶百十来斤，年收入不低于 7 万
2017 年出口创汇 3142 万美元。
元。现在有了砖茶，夏秋茶采摘回收后，
近日，
“ 桐柏玉叶”手工制茶比赛举 一年又能增加 6 万元的收入。”
行，同时举办了万人品茶、茶叶出口座谈
目前，该县已建成了一条占地 3000
会等一系列活动，一年一度的茶事活动展 多平方米、年产茯砖茶 600 吨的茯砖茶
开了桐柏茶叶发展新画卷。桐柏县目前 生产线，可带动周边 500 多户茶农增收
有 80 多个村两万余农户从事茶叶生产， 致富，同时进一步辐射带动全县茶农增
全县优质茶园达 11 万亩，其中开采面积 6 收，促使茶业亩产效益大幅提升。由于
万余亩，年产干茶 1860 余吨，茶产业越做 此类茶是利用夏秋茶资源经过复杂的工
越大。
艺研制而来，因此，茯砖茶的出现改变了
如何把桐柏茶业做大做强，是桐柏县 过去茶农只采春茶不采夏秋茶的传统，
委、县政府一直研究的课题。过去，桐柏 实现了茶叶原料利用最大化，增加了茶
只在主产茶叶的山区乡村种茶，如今，茶 农收入。

我省进入防汛抗旱
紧急状态
本报讯 （记者赵川）5 月 16 日，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发布消息，截至 5 月
15 日，全省平均降水量 194.1 毫米，较多
年同期均值偏多三成多，同时由于夏季降
水时空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阶段
性干旱。
据了解，我省从 5 月 15 日起已进入汛
期，截至 5 月 16 日 8 时，全省 130 座大中
型水库蓄水总量 55.52 亿立方米，较多年
同期均值多蓄 17.77 亿立方米。各级防
汛、水文等部门已开始实行汛期 24 小时
带班值班制度，严格值守、严密监测，随时
掌握雨情、汛情、旱情、灾情，保持信息畅
通；强化水库、河道、安全度汛措施和山洪
灾害防御，落实城市防汛、淤地坝、尾矿
库、南水北调中线、公路、铁路和景区等防
汛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度汛
措施；充分发挥已建工程效益，蓄、引、提、
调并举，优化抗旱水源调配，科学制定供
用水计划；落实应急供水保障措施，扎实
做好抗旱保灌和城乡供水工作。

武国定说：
“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脱贫
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脱贫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要让群众早
日奔小康！”
在柘城县的北科国际辣椒新品种展
示园，当了解到柘城的辣椒是全省辣椒
种植的排头兵时，武国定说，要充分发挥
这一优势，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优化产
业结构，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业，不断提
升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影响力。
在宁陵县张弓镇小吕集村产业帮扶
基地，工人给武国定算了笔账：
“每个月
加工箱包有 1000 多元的收入，再加上家
里其他的收入，不用离村，家里的日子就
过得挺好。”武国定说，要彻底摘掉贫困
的帽子，产业发展是脱贫的关键之举，要
大力扶植带贫企业发展，切实让农民享
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十六届漯河食品博览会开幕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珂）
“现在我宣布，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
博览会开幕！”5 月 16 日上午，随着副省
长刘伟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出，由中国食
品工业协会、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食品
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主办，漯河市人民
政府承办的第十六届中国（漯河）食品博
览会开幕。来自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
和法国、俄罗斯、加拿大、马来西亚等 25
个境外展团的 868 家企业参展。

漯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尚进在致
辞中说，漯河地处中原腹地，区位交通优
越，
产业特色鲜明，
是全国首家中国食品名
城、
中国汉字文化名城、
国家森林城市。近
年来，随着“一带一路”
、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等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
漯河已经成
为中外客商投资兴业的一方热土。
据了解，本届食博会还将举办 2017
年度中国食品工业运行发布会、
《贾湖遗
址》邮票首发式等一系列活动。

全省农业品牌扶贫现场会洛宁召开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董豪杰）苹果
带上绿色食品标签，亩产值提升 2000～
3000元，
贫困户脱贫致富有了新动力；
“企
业+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种植绿色蔬菜，
亩
收益超过1.2万元……产业
“绿”
起来让洛
宁县贫困户脱贫致富有了新动能。
为落实农业品牌扶贫举措，推进农
业产业扶贫，5 月 16 日，省农业厅在洛宁
县召开全省农业品牌扶贫现场会，来自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林果大县、深
度贫困县农业主管部门和“三品一标”工
作机构的代表参加会议。
近年来，省农业厅以“帮助贫困地区
农产品插上品牌的翅膀”为目标，坚持把

内乡

扶贫产业园
脱贫新家园
5 月 16 日，在内乡县
灌涨镇惠农猕猴桃产业扶
贫园里，贫困户正在对猕
猴桃树进行管护。该产业
园 吸 纳 193 户 贫 困 户 入
股合作社并在园区内务
工，
让贫困户成为领股金、
薪金、租金的“三金”
农民，
让扶贫产业园成为脱贫新
家园。樊迪 摄

道，做事认真，很快成为领班，工资由原来
的 2500 元增长到 3000 多元。
“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的生活灰蒙蒙
的，看不到啥希望，现在不一样了，感觉生
活很有滋味。我打算以后办个养殖场，争
取早点摘掉贫困户的帽子。”谈到今后的
打算，赵淑兰笑得更加开心。
郸城县通过实施“凤还巢”工程，加强
与成功人士、在外务工人员沟通交流，开
展“返乡创业·圆梦行动”，引导动员在外
人士回乡创业 48 家，带动贫困群众上万
人家门口就业，同时也壮大了家乡产业扶
贫力量。
今年 37 岁的刘艳菊是秋渠乡高小庄
行政村的贫困户，这几年，父母年迈，丈夫
生病，孩子上学，日子过得很艰难。同村
的高雪义回乡创办了意云服装厂，刘艳菊

优质农产品认出来、管理好和推出去，推
进贫困地区“三品一标”品牌建设快速发
展。截至 2017 年底，全省贫困县“三品
一标”产品达 2561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
品 1791 个、绿色食品 675 个、有机农产
品 30 个、农产品地理标志 65 个。
省农业厅副厅长刘保仓在会上指
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品牌强农，
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一
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齐心协
力共同参与。各地要结合本地农业产业
优势和产品特色，制订农业品牌扶贫规
划和实施方案，确保农业品牌建设和扶
贫目标落到实处，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我省电话和互联网用户双双破亿

郸城 贫困户家门口变身
“上班族”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胡恩
来 李岩）5 月 11 日中午，郸城县李楼乡雅
韵服装厂内，赵淑兰刚忙完手中的工作，
便和记者拉起了家常。
“多亏了党的扶贫
政策，家门口建成扶贫车间，我现在又当
上厂里的领班，每个月能拿到 3000 块钱，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提起现在的生活，赵
淑兰满面笑容。
今年 34 岁的赵淑兰家住李楼乡孔楼
行政村，丈夫王艳磊身患残疾，两人育有
3 个子女。长期以来，种地打粮是这个家
庭的主要收入来源。2014 年，赵淑兰家
被评为村里的贫困户，夫妻两人享受了低
保，小儿子解决了户口问题，村里来了工
作 队 ，对 赵 淑 兰 家 进 行 了 定 点 帮 扶 。
2017 年 5 月，周口雅韵服饰落户李楼乡，
赵淑兰被安排进厂务工。赵淑兰为人厚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5 月 16 日，
副省长武国定到商丘市调研脱贫攻坚工
作。他指出，要始终把贫困群众的事放
在心上，坚持精准方略，实现精准脱贫、
持续脱贫，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
柘城县和宁陵县都是我省国定贫困
县，也是今年拟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当
天下午，武国定来到柘城县牛城乡单桥
村，他详细询问了今年计划脱贫的 10 户
贫困户的脱贫方式，并叮嘱村党支部书
记和第一书记要坚持精准标准，深入了
解贫困户需求，做到因户因人施策，确保
让每一个贫困户都享受到政策帮扶。
在村民单灯伟的家中，武国定仔细
将其家里的情况与墙上的贫困户受益情
况一览表相比对，并询问了他的满意
度。当得知单灯伟已在 2015 年脱贫时，

经过乡里组织的培训，在家门口服装车间
上班，从贫困户变身“上班族”，脸上也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做的是呢绒大衣最
后一道工序‘锁边’，一件衣服 20 元，一天
可缝五六件，一个月能挣 3500 元工资，农
忙时还能请假回家帮忙，俺是挣钱顾家两
不误。”
产业是精准扶贫的“定位器”和“铁抓
手”“
。短期靠扶持，长期靠产业；短期靠政
策，长期靠发展。”郸城县县长李全林坦
言，要想富腰包，首先要富脑袋，思想观念
的转变才是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的根
本所在。

郸城县把发展产业作为最有效、可持
续的脱贫方式，结合从事制衣、制鞋、制伞
等手工业加工的优势，坚持“县有企业总
部、乡有生产车间、村有加工站点”的布
局，引导 10 多家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把
车间“搬”到乡村，在农村闲散土地上建立
了 86 个乡村扶贫生产车间，实现所有贫
困村扶贫车间全覆盖，吸纳两万多名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那些平常“拿铁锨把”的
困难群众成为企业的“保安员”
“保洁员”，
那些“拖家带口”的“巧媳妇”
“巧婆婆”成
为脱贫致富的主力军、多面手，增强了贫
困群众靠双手致富的信心和志气。

乡村振兴·郸城实践 ③
本报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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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田明）5 月 16 日，记
者从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到今年 4 月底，我省电话用户、互联网用
户双双突破 1 亿户大关。其中，电话用
户总数达 10102.3 万户，成为全国第 4
个电话用户突破 1 亿户的省份；互联网
用户总数达 10253.3 万户，成为全国第 5
个互联网用户突破 1 亿户的省份。
会议同时发布了《2017 河南省互联
网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2017 年全

省互联网行业发展呈现出四个特点：一
是网民规模持续增长，年均增速达到
7%；二是互联网应用总体水平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网络视频等大流量类应用
高速增长，尤其是网络购物、网上支付、
网上外卖、共享单车等应用均高出全国
水平 10 个百分点以上；三是产业互联
网基础条件具备，但是深度融合发展能
力有待提升；四是网络和信息安全形势
依然严峻。

我省启动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
本报讯 （记者李政）5 月 15 日，省
卫计委召开深入推进健康扶贫三年攻坚
行动动员会，部署今后三年全省健康扶
贫工作。
会议要求，今后三年的健康扶贫工
作要聚焦深度贫困县村、特殊贫困群体、
重点贫困县区，强化对口帮扶、政策支
持、改善条件，提高保障能力；要着力促
进贫困群众增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优

发行部：0371-6579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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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确保 2018 年底，9 种大病集中救治率达
到 90%以上；2019 年底，9 种大病集中
救治率达 95%以上；确保到 2020 年农
村贫困人口大病应治尽治；优先做好农
村贫困人口等重点人群签约服务，除提
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健康咨询等
服务外，有条件的可针对贫困人口设计
个性化签约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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