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赵笑
菊）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是历史悠

久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当天上午9点

多，在洛宁县明善学校的操场上，洛宁县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誓师大会在此举行，该

县脱贫攻坚总决战四大战区和各乡镇的

红旗迎风飘扬，整装站立的3000余名干

部满怀激情。

操场外，一位拿着手机不停找拍摄角

度的老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张建

民，是一名脱贫攻坚“老兵”，几年前，他从

洛宁县农业局被抽调到洛宁德青源金鸡

扶贫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如今，金鸡扶

贫项目效果初显，张建民也到了退休的年

龄，令他欣慰的是，他的儿子张玉磊也加

入了脱贫攻坚队伍，还被评为“驻村标

兵”，此次来就是为了分享儿子上台领奖

的喜悦。

51岁的杨书武没有像张建民一样在

会场外分享家人的喜悦，因为他和妻子、

儿子都在会场。杨书武是上戈镇庙上村

第一书记，妻子是该镇池洼村扶贫责任组

组长，儿子是该镇里峪村帮扶队员，一家

三口常年忙碌在脱贫攻坚一线，聚少离

多，正月初三就又各自回村开展工作了。

此次誓师大会，三人分属不同队列，只能

远远地看上一眼。会议结束，来不及说上

一句话，三人又随“大部队”各自回村了。

“群众不脱贫，过年心里也不是味儿，只要

群众能脱贫，春节过不过都无所谓。”杨书

武说。

“孩子结婚是自家的大事，脱贫攻

坚是国家的大事。”兴华镇毛原村党支

部书记任海卿辗转数十公里出现在会

场的时候，令不少同志感到意外，因为

第二天他儿子就要结婚了，但他说，“这

样的誓师大会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绝对

不能缺席！”

上午10点，洛宁县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誓师大会召开。洛宁县委副书记李春

宣读了《中共洛宁县委、洛宁县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2018年度“驻村干部标兵”和县

派驻村干部考核优秀人员的决定》，并对

获奖人员进行了表彰。县级干部代表、乡

镇代表、驻村标兵代表、县直帮扶单位代

表、村级代表依次上台表态发言。

洛宁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县法

院院长、县检察院检察长、各乡镇党委书

记、各扶贫行业部门及帮扶单位代表，依

次向县脱贫攻坚战时指挥部总指挥、县委

书记张献宇递交军令状。

最后，张献宇发布作战令：同志们、战

友们，今天洛宁县3000多名脱贫将士列

队整装，在这里庄严誓师，向脱贫发起最

后总攻。

“我宣誓：牢记使命、众志成城，忠勤

厚正、不怕牺牲，勇于担当、负重前行，破

釜沉舟、艰苦斗争，不破楼兰终不还，坚决

打赢攻坚战！”战旗迎风招展，誓言响彻天

空。

本报讯（记者杨利伟 通讯员杨宇航
阮献武）大年初五，豫西地区有“送穷”的

习俗。这一天，以“钢柜之乡，引领未来”

为主题的钢制家具博览会在洛阳市伊滨

区庞村镇工业园区举办。郜圣洁没有按

习俗“送穷”，而是来赶这场“家具盛会”。

郜圣洁今年22岁，是庞村镇东庞村

的“新型农民”，没挨过锄把，没下过地，打

小跟随父母在山西太原经营钢制办公家

具，国内的家具展览逛了无数，在家门口

“逛会”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这种钢制文件柜是用激光切割机和

激光点焊机的新工艺，看不出焊点和焊

渣，质优、耐用、环保。”

“都是可拆装的，便于携带和移动，大

批量出口美国以及东南亚等地。”

40余个展位共展出5000余件套产

品，包括密集架、书架、货架、文件柜以及

钢制家具制造设备等60大类商品。一路

上不断有合作过的企业给“郜总”打招呼，

郜圣洁告诉记者，家具博览会让他见识了

许多加入高科技元素制作的办公家具。

为开拓新年市场，他打算在太原自己公司

的门店陆续上新，对于郜圣洁这样的“新

型农民”，家具博览会上能得到的何止产

品信息，还有营销策略和理念。

2018年，郜圣洁自己单干，在山西注

册了山西圣洁美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实体

门店与电商平台相结合，主打钢制办公家

具的销售，赚得盆钵满盈。郜圣洁说：“去

年公司线上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000万

元，今年要比去年翻一番……”

本报讯 （记者焦莫寒）近日，记者

从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8年，3932个省市重点项目去年累

计完成投资1.88万亿元，其中1163个省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9102亿元，开工项目

433个，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019

年，我省重点项目名单已敲定，910个项

目总投资3.1万亿元。

据悉，2018年，郑万、郑阜高铁线下

工程已基本完工，太焦、郑济高铁河南段

加快推进，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大格

局基本形成；14个高速公路续建项目建

设强力推进，机西高速二期等3个项目

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6600公里。

省发改委副主任黄亚军表示，

2019年省重点项目名单已经省政府同

意并印发实施，共910个，总投资3.1万

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7939亿元。

这批项目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先进制

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项目数量占比达

57%；后劲充足，新开工项目比重达

36%；民营企业投资项目保持较高参与

水平，占比达53%。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记者从省政

府近日召开的“2019年河南省重点民生

实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

通过社会公开征集等方式，梳理汇总了

意见相对集中、群众期盼较高的事项，并

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2019年要办理的

十件重点民生实事。

这十件民生实事是：新增城镇就业

110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80

岁以上高龄老人住院报销比例在现行政

策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实施80岁以

上老人高龄津贴制度；继续免费开展妇

女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预防出生缺陷

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实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全年完成救助不少于1.8

万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千村示范、万

村整治”工程，完成300万户农村户用卫

生厕所改造，完成剩余45个县（市、区）

农村垃圾治理省级达标验收任务；持续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全省空气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59.5%；实施“百县通村入组”

工程，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公里以上，

开展“万村通客车提质”工程，2019年年

底前具备条件的行政村通客车率达到

100%；新建和改扩建城乡幼儿园1000

所，新增学位10万个；完成3000个电网

薄弱行政村的电网改造；加快县（市）人

民医院提质升级。

自2005年开始，我省已连续14年

将选择权交给群众，请全省人民建言民

生实事，并列出群众关注度最高、利益关

联最密切的民生实事，作出力争全部完

成的公开承诺。每年民生实事的重点不

断变化，但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一直未变。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2月10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月7日降雪以来，各市、

县以雪为令，优化调度运力，结合旅客运输需

求，陆续将储备的运力投入运营。

今年春运，省级储备了280辆不少于1.1

万个座位的旅游客车作为客运应急运力，应

急运力所在运管机构与运输企业签订了应急

运输协议，并对应急储备运力车号、驾驶员姓

名、联系方式等登记造册备案。各市、县参照

省级模式储备了辖区应急运力。

2月9日，各市、县储备运力全部投入运

营，全省未出现旅客严重滞留现象。2月10

日迎返程高峰，交通部门认真梳理各地运力

缺口情况，加快应急运力调拨，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据统计，2月10日，全省高速公路总流量达

到最高峰，累计通行车辆约305万辆，同比增长

8.87%。为应对8日、10日两次大范围降雪，省

交通运输部门连夜连续除雪保通，共出动除雪

设备800余台次、撒布融雪剂3600余吨、出动

保通车辆1000余台次、出动路政养护等保通人

员5000余人次，基本做到了雪停路通。

本报讯 （记者张莹）2月5日早上6

点钟，天色还暗,洛阳师范学院驻栾川县

庙子镇杨树底村第一书记张卫国就驱车

往村里赶，他要和村民们一起过新年。

早上8点20分，张卫国和驻村队员张

毅一起，带着新年礼物，先来到庙子镇易

地搬迁居住点看望贫困户宁建明家。宁

建明的儿子今年要参加高考，张卫国勉励

他要好好学习，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今年是张卫国第二次到村里组织春

节联欢活动。上午不到9点，群众陆陆续

续到了现场，分小组进行拔河比赛、羽毛

球比赛、乒乓球比赛、跳绳、趣味游戏……

参加活动的群众兴致勃勃，围观的群众也

不停地加油呐喊，活动持续到下午1点，

有400多人参与其中。活动结束之后，张

卫国和村“两委”干部一道参加杨树底村

第二届返乡青年生活会，和返乡青年共谋

杨树底村发展，共话未来。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王向
灵）“今年是俺村脱贫摘帽后的第一个春

节，感谢国家的好政策，让俺这个‘袖珍

村’今年过个幸福年！”2月10日上午，70

岁的李秀萍高兴地说。

李秀萍所在的“袖珍村”是沈丘县留

福镇姜营行政村小武沟村，地虽是河南

的，但却不和河南毗连，全村50多亩耕

地，12户农户，60口人，镶嵌在安徽临泉

境内。

小武沟村原是贫困村，2018年8月

脱贫摘帽。“小武沟村虽然小且位置偏，

但在脱贫攻坚中并没有被落下。”村民于

勇贞告诉记者，如今大部分村民都被安

排到了企业和扶贫车间上班，有了稳定

的收入，村里修了水泥路，通了自来水，

安装了路灯，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村党支部书记郭修峰介绍，以前小

武沟村和相邻的安徽东武沟村因为生活

困难经常发生纠纷，现在两个村的经济

条件逐渐好转，乡亲们也更加和谐了。

“脱贫了，高兴了，今年家家户户门

口都挂上了大红灯笼。”村民邵杰兴笑着

说。

“前几天刘忠义一家已经搬到了山

下的新房里，他说年前杀猪烧柴烧水怕

熏黑了新房，全家就又回到了山里住。”2

月1日，舞钢市杨庄乡红石岗村党支部书

记范建坡告诉记者，到刘忠义居住的槐

圪瘩自然村还有两公里多山路，由于刚

下过雪，路很滑，只能步行进山。

水泥路尽头是一条伸向远方的小

路，车辙印清晰可见。“这一带山里只剩

下刘忠义一户人家，这车辙印就是他杀

猪送肉留下的。”范建坡说。

积雪混合着泥浆，泥泞不堪，只能踩

着泥泞前行。两公里的山路，记者足足

走了40分钟。说是槐圪瘩自然村，其实

只居住着刘忠义等两户人家，另一家已

在去年搬到了山下。

刘忠义家院内院外的积雪已清扫得

干干净净，二三十只散养的柴鸡在悠闲

地觅食。看到来了客人，57岁的刘忠义

和他的儿子、女儿迎了出来，他患小儿麻

痹症的妻子则坐在东屋门口笑着说：“屋

里坐，屋里坐。”

几辈子都居住在这山里，刘忠义说，

他直到40多岁才娶上老婆。

妻子残疾、两个孩子年纪小，老实能

干的刘忠义出不了远门，只能在附近打

点零工，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被认定为红

石岗村建档立卡贫困户。

“政府对俺一家真不赖，孩儿他娘六

七年前就开始吃低保，现在每月能领275

块钱。大孩儿的低保也办了下来，每月

127块钱。两个孩子上学享受‘两免一

补’政策，基本不用花啥钱。生猪千头线

项目带贫每月发300元，企业带贫每月

发146元，光伏扶贫项目每年发1000元，

到户增收项目一年又发了5000元。为

了让俺家增加收入，市里的鸿发禽业还

免费发放了50只鸡苗让喂养。去年7月

1日，我被安排到村公益岗位上，负责打

扫村内卫生，每月也可拿675元。”说起享

受的各项扶贫政策，刘忠义如数家珍。

“作为一个贫困户，咱得懂得感恩，

同时咱也不能啥都依靠政府。”刘忠义

说，2017年，他喂了6只羊、3头猪，年底

挣了三四千元。2018年，他又喂了6头

猪、50只鸡，下蛋母鸡不舍得杀，一二十

只公鸡前几天卖了600多元，6头猪净挣

了3000多元。这几头猪驻村工作队买

走1头，乡邻们买走5头，每斤比市场价

高出1元，每头猪多挣了200元。

“我知道大家都是在关心扶持贫困

户，心里十分感激。我留了六七十斤肉，

一只鸡，还买了十来斤鱼，准备这两天就

搬下去，在新房里过年，最近还打算宴请

一下乡邻们。”刘忠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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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正阳县

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车间内，员工在赶制订

单产品。春节假期未

结束，当地多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已开工生产，

力争实现新年“开门

红”。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贺永明 摄

正阳
新年忙生产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洛宁“破五”誓师决胜脱贫攻坚

我省今年将实施910个重点项目
计划完成投资7939亿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深山贫困户新年迁新居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牛明远喜迅

栾川县杨树底村

第一书记和村民共话未来 完成3000个电网薄弱行政村的电网改造

2019年全省十件民生实事公布

雪阻挡不了返程路
昨日全省高速总流量破300万辆

脱贫了，小武沟村家家挂起红灯笼

本报讯 （记者杨青）2月10日，记

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2019年农历春

节，全省各地节日气氛浓郁，“年味儿”十

足。传统年货、信息产品、大众餐饮等成

为节日消费亮点。据测算,除夕至正月

初六(2月4日至2月10日)，全省零售和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496亿元，比去

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0.7%。

春节前，省商务厅下发通知，部署节

日市场供应工作，要求各地商贸企业拓

宽货源渠道，组织适销对路商品，丰富节

日市场供应；重点保障粮、油、肉、蛋、奶

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供应；加强肉类、蔬

菜、食糖等储备商品管理，做好应急投放

准备。

春节期间，各大商家纷纷备战春节

市场，推出花样繁多的新年促销活动。

郑州市丹尼斯注重营造商场里的“年味

儿”，举办游园会、市集和以“生肖猪”为

主题的各项活动，消费者在购物消费的

同时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

今年我省春节市场消费亮点较多，

蔬菜、水果、糖果、副食、民俗等传统年货

热销。绿色健康类商品成为馈赠亲友的

首选，各大商超的天然食品、时令水果、

鲜花绿植、茶叶和保健品等热销。智能

电器、数码产品成新宠。春节期间，旅游

成为大众首选的过年方式，还有越来越

多的市民选择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城市

书屋，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别样年

味。

随着“互联网+”与餐饮的深度融

合，网上餐饮服务蓬勃兴起，人们纷纷通

过网络、微信平台团购订餐，选购年夜饭

等。省时、便捷、个性化的网上餐饮服

务，成为拉动餐饮业发展的新兴增长

点。监测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郑州、开

封、洛阳、鹤壁、漯河、驻马店6市15家

餐饮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273万元，同

比增长4.3%。

春节期间我省零售和餐饮企业
实现销售额496亿元

据新华社郑州2月10日电 近日，

河南省出台25条财政支持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将新年首份财政专项“红包”投

向生态环保领域。

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质方面，河南

省将利用中央3年120亿元试点资金，

同步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热源

侧”和“用户侧”改造；推动先进制造业

发展，省级财政将对新增投资额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节能、节水、清洁生产

和基础工艺绿色化改造示范项目给予

最高1000万元的补助，对超低能耗建

筑项目和装配式建筑项目按面积分别

给予最高500万元和300万元奖补；同

等条件下，鼓励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政府

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

单内的产品。

生态功能修复与提升方面，除建

立生态保护横向补偿机制外，河南将

投入 25亿元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实

施一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并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

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南水北调水

源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

和贫困县倾斜，帮助提高其财政保障

能力。

我省新年首份财政“红包”
投向生态环保

洛阳市伊滨区郜圣洁

今年产值要翻一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