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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这里环境多优美，真是‘处

处是景、步步入画’。”像往常一样，9月7

日，家住赵河公园附近的李德民早早起

床，惬意地融入了晨练队伍中，尽情享受

着百城提质带来的环境蝶变。

的确，社旗变绿了，变美了，每一个社

旗人，每一个到过社旗的人，都会油然赞

叹。社旗县委书记余广东告诉记者，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实施以来，社旗县围绕中原

水城、赊店古城、产业强城、宜居新城“四

城建设”既定目标，全力做好以水润城、以

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

百城提质工程特色尽显、亮点频现。

以水润城，中原水城建设全面启动。

投资16.4亿元，实施了潘河综合治理项

目，对4.8公里潘河城区段进行综合治理，

打造潘河生态景观带，目前潘河橡胶坝工

程已完成90%，沿线治理工作正在实施；

计划投资9.8亿元，实施赵河治理项目，与

省水投签订PPP项目合作协议，对赵河城

区段进行升级改造；计划投资8亿元，启

动唐河复航项目，开发建设航道36公里，

多项评审正在加快报批。

以绿荫城，宜居新城建设持续推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围绕城区

薄弱环节，重点在社会事业、居住环境、交

通出行等方面，全面推进项目建设。绿化

方面，对城区道路进行全面绿化升级，采

取“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拆房增绿、规划

建绿”等措施，实施“大树进城、鲜花进城、

彩灯进城、文化进城”四进工程，形成了以

大环境绿化为基础，以城市公园绿地建设

为重点，以道路绿化为网络，以居住区、庭

院绿化为依托，以街头游园绿地为点缀的

点、线、面、片、环相结合的绿色大景观，构

建起了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网络式的

生态结构体系，实现了“人在城中、城在林

中、人在山水中”的绿色和谐人居环境，百

姓行有绿水蓝天、居有绿色家园，时时处

处都能享受“绿”带来的幸福生活。同时，

计划投资7亿元，实施国储林项目，围城

造林，扩大城区绿化面积，美丽宜居的现

代化城市正在形成。

以文化城，赊店古城旅游开发效果初

显。对山陕会馆、镖局、票号、福建会馆、

火神庙、刘记酒馆等景点进行了升级改

造；恢复及新建了挹爽门、迎旭门、东城

墙、南城墙、箭楼广场、古镇博物馆、瓷器

博物馆、铜艺铁艺馆和赊店书画院；仿古

改造瓷器街等23条古街道，修复大昇玉、

广和堂等30多家老字号，重修戴家大院

等21座古民居；新建了文化广场、会馆广

场；茶路驿站、古钱币博物馆基本建成；炳

文门、古码头区域复建正在加快推进，

1.95平方公里的赊店古镇历史风貌雏形

初现，初步形成布局合理、布展完善、底蕴

深厚的商业诚信文化旅游景点集群。

2018年，累计接待游客150万人次，旅游

综合收入达到7亿元，文化旅游产业已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

以业兴城，产业强城建设如火如荼。

围绕赊店老酒产业发展与酒文化相关的

产业集群，计划投资60亿元，建设赊店酒

乡特色小镇。目前中原第一山体窖藏等

13个景点已完工，刘秀文化广场、赊店酒

文化博物馆、陶瓷工坊、刘记酒楼、造酒官

署、名酒商业街等 12个景点正在建设

中。不断加快主导产业项目建设，投资

4.2亿元的中科华强智能装备制造、5.39

亿元的光大热电联产一体化、5亿元的大

朋电子项目、3.5亿元的杜尔气体装备制

造、3.5亿元的信合彩印包装、2.2亿元的

强洁环保声屏障、3亿元的宛东家电产业

园、2亿元的汽车配件产业园等32个项目

全面落地，总投资达56.2亿元。赊店老酒

上市辅导工作进展顺利，民兴生物、汇博

医疗转板及红阳机械、华牧生物等6家企

业上市前期工作进展有序。

9月8日，光山县砖桥镇周三俏月饼加工厂工人在生产纯手工酥皮月饼。该厂生产

月饼的工艺被列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厂帮当地5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并向

村民传授月饼制作技术，让不少村民通过制作加工月饼走上脱贫致富路。本报记者尹小
剑通讯员谢万柏摄

9月8日，洛阳市高新区丰李镇东鸣鹤村洛阳一佰子核桃加工基地员工在分装核桃。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沟域经济，在干旱缺

水的山岗坡地发展薄皮核桃1.27万亩，目前，核桃喜获丰收。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刘建刚摄

本报讯（本报记者董伦峰）一块银

幕，伴随着郭建华从青春走向白发，46

年来，为农民放电影成了她的人生追

求。9月 8日，记者在开封市委书记侯

红、市长高建军会见全国道德模范郭建

华的现场，见到了这位老人。

出生在开封市祥符区的郭建华老人，

从18岁成为开封县（现开封市祥符区）电

影公司的一名放映员，从此，她46年坚守

着农村放映这块主阵地，坚守着一块普通

的银幕痴心不改，越干越有劲。郭建华把

能为群众多放映一部好电影，能让群众多

看一场好电影，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和乐

趣。

郭建华经历过农村电影放映市场的

艰难与辉煌，她的放映交通工具从拉板车

到开汽车，放映片源从黑白到彩色，放映

设备从模拟到数字，放映场所从村头麦场

到全省广场院线，放映机制从计划经济到

市场经济，她也从当年的放映员的小姑娘

到今天成为放映电影的老太太，她一路见

证了中国农村电影放映市场的变迁。她

当放映员的21年里，为群众放电影1.3万

多场，在她1996年当经理至今，已为乡亲

们亲自放映和组织放映电影近18万场，

观众达2.5亿次。20世纪70年代，她被

乡亲们称为“放电影的好闺女”，90年代

被孩子们称为“放电影的好妈妈”，新世纪

被称为“放电影的老太太”，用她质朴的话

说：“我40多年来没干完一件事——为农

民放电影。”

为解决农村及山区看电影缺少场

所这一难题，郭建华用了3年时间先后

北上南下，往返于北京、上海、西宁等城

市之间，咨询专家，查找资料，经过108

次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出了功能完善

的“春雨”牌活动电影放映篷，并在国家

“2131”工程和“西新工程”招标中连续

中标，目前，全国已有18个省份的360

个市、县电影公司用上了放映篷。郭建

华被誉为全国闻名的“大篷经理”“中国

电影发行放映界三朵金花之一”。

郭建华带领的电影公司被中宣部评

为“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

进集体”，被原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全国

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先进集体”，她本人被

国家人事部、原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系

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被中共河南省

委授予“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

号。

郭建华说：“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情

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汪洋）9

月7日，郑州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在金水科

教园区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宣告成立的

还有河南区块链技术创新联盟、河南移动

互联网产业联盟、河南自主可控产业联

盟、中原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等。郑州信息

化专家委员会和产业联盟成立后，将为郑

州数字经济发展献计献策、赋能助力、贡

献智慧。

据介绍，此次郑州信息化专家委员会

智库征集，共报名197人，通过两次评审确

定117名专家。其中，来自32所高校及科

研院所的专家68人，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

企业的专家49人。这些专家中有57位教

授、副教授，49名博士、博士后，43位工程

师，31位博士生、硕士生导师。

郑州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和产业联盟的

成立，对于郑州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技术应用，推进两化融合发展，抓好企业上

云服务，建设工业大脑，以数字化转型提升

产业层级，更好的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努力

在大数据等方面不断探索，抢占未来产业发

展制高点有着积极意义。

当天，由郑州金水科教园区管委会、

郑州市信息化促进会、郑州信息化专家

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原数字经济高峰

论坛”也同期举行。百名专家围绕“数据

驱动产业智慧引领未来”主题，共商数字

经济发展大计，围绕河南振兴、中原出

彩、郑州数字经济发展、金水科教园区建

设建言献策，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李政）9月9日，由国

家卫健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国家卫

健委疾控局、河南省卫健委、国家癌症中

心和河南省癌症中心承办的“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癌症防治行动主题推

进活动”在郑州举行。

据了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慢

性感染、居民生活方式等因素的逐渐累

积，加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目前年新发癌症病例392万人，

死亡233万人，受癌症困扰的家庭以千

万计，癌症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作为肿瘤高发省份，河南在强化癌

症早期筛查和早诊早治做了很多工作，

连续两年将妇女两癌筛查工作纳入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目前河南省国家肿瘤

登记点达到37个，覆盖所有省辖市，随

访登记人口超过3300万人，农村上消

化道癌及城市高发癌症筛查管理累计

达到30余万人，完成妇女两癌筛查501

万人次。重点癌症早诊率、患者生存率

不断提高。未来，河南将继续加大重点

地区、重点人群癌症防治工作力度，进

一步降低癌症患者就医负担。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9月6日，记者在全省公路水运工程质

量安全会议暨在建交通重点项目观摩

会上获悉，国道107官渡黄河大桥将在

国庆节前建成通车，另外，国道234焦郑

黄河大桥、河南济源至山西阳城高速、

周口至南阳高速、淮滨至信阳高速息县

至邢集段、台辉高速豫鲁界至范县段等

项目将在年底前完工。

全长31.775公里的官渡黄河大桥

是107国道东移的咽喉工程，作为我

省干线公路目前最宽的黄河桥，2016

年 9月开工，如今大桥建设已经进入

尾声。234国道焦作至荥阳黄河大桥

及连接线工程是我省“十一纵十一横”

普通国道网规划内的一条南北纵线，

项目建成后，将推动郑州、焦作协同融

合。济阳高速对于促进晋豫两省物资

和文化交流、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省交通运输厅年初启动的

高速公路“双千工程”，致力于打通一

批断头路，年内，除官渡和焦郑两座干

线公路黄河大桥和济阳高速外，周口

至南阳高速、淮滨至信阳高速息县至

邢集段、台辉高速豫鲁界至范县段也

将建成通车。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9月6日，河

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民营企业典型案

例”新闻发布会，河南省法检两院相关

负责人通报了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展

相关情况，并发布服务保障民营企业发

展典型案例。

2019年上半年，河南省各级法院审

结各类合同纠纷案件37.2万件，银行借

款、担保、票据、保险纠纷等案件40544

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22131件，专

利、商标纠纷等案件5483件，破产案件

375件。2018年以来，河南省检察机关

共批捕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犯罪112件

250人，起诉136件468人；批捕发生在

民营企业的职务侵占犯罪82件95人、

起诉90件149人，批捕挪用资金犯罪

30件30人、起诉34件40人。持续开展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

监督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32件，监督公安机关立案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101件，批捕此类犯罪157人，提起

公诉219人。

据悉，近年来全省法检两院积极

响应中央号召和省委部署，充分发挥

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全力服务保障民

营企业发展。此次服务保障民营企业

发展典型案例发布会是继去年联合发

布《关于充分发挥司法职能服务保障

民营企业发展的30条意见》后的又一

有力举措。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通讯员封德
夏婉燚刘占锋）9月6日，由中国园艺学

会猕猴桃分会、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树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Ifresh亚

果会共同主办，西峡县委、西峡县人民政

府承办的2019中国（西峡）第二届生态

有机猕猴桃大会暨猕猴桃采购洽谈会举

行。亚洲果蔬产业博览会授予西峡猕猴

桃“中国最受欢迎的猕猴桃区域公用品

牌10强”，与会领导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郑

州果树研究所西峡猕猴桃试验站揭牌。

在猕猴桃产销对接洽谈会上，来自

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福建等地的45

家采购商与当地68家猕猴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大户达成产销意向，建立

长期猕猴桃购销合作关系，打通西峡优

质猕猴桃销往一线城市商场超市的“绿

色通道”。

西峡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生态有机

猕猴桃主产区，建成了沿312国道百公

里猕猴桃生态长廊、观光长廊、科普长

廊，猕猴桃人工栽培基地面积达到13.5

万亩，挂果面积7.8万亩，产量7.6万吨、

综合产值22亿元，基地规模和产量居全

国前列。全县规模较大的猕猴桃生产

加工企业达到12家，年加工猕猴桃能力

4万吨，涵盖了果汁、果片、果酱、果酒、

罐头、果粉等八大系列30多个品种，产

品畅销全国40多个大中城市，并出口到

美国、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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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癌症防治活动
在郑州举行

郑州成立信息化
专家委员会

□本报记者曹国宏通讯员杨银鹏申鸿皓

全国道德模范郭建华给农民放映电影46年

“俺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

以水润城 以绿荫城 以文化城 以业兴城

宜居宜业新社旗亮点纷呈
我省四条高速公路
年内将建成通车

我省法检两院发布
保障民营企业典型案例

生态有机猕猴桃大会
在西峡县举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9月9日下午，

记者从禹州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第十一届钧瓷文化旅游节将于本月

29日开幕。当天，还将在建业神垕天地

举行开街仪式。

2016年以来，禹州提出打造神垕古镇

5A级景区战略部署，该市坚持古镇保护、文

化挖掘和技艺创新并重，完成了神垕老街、

钧瓷文化主题公园等重大项目建设，重现了

古镇古朴厚重的古风古貌。2018年9月，神

垕古镇景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获批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两年一届的钧瓷文化旅游节

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10届，钧瓷文化旅

游节已经成为禹州的一张文化名片。

想欣赏钧瓷文化？29日来禹州吧
禹州钧瓷文化旅游节29日开幕

深化改革破解“三农”难题
◀上接第一版 大力推广生物防治、物理

诱控、生态控制等绿色防控技术；开展农

作物秸秆、畜禽粪污、厕所粪污、废旧农膜

等资源化利用，使生产生活废弃物变废为

宝，实现可循环利用，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处理利用

率保持在80%以上。

同时，该市统筹推进村庄清洁、农村

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

点工作，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市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社会化运作全覆盖，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覆盖56个乡（镇）的

1270个行政村，14.9万农户建成了无害

化卫生厕所。推广“一宅变四园”的做法，

全市452个行政村荒芜宅基地得到有效

整治。积极开展乡村绿化，“果树进村”覆

盖50%以上村庄。

农村各项改革持续深化

许昌市魏都区五一路街道办事处樊

沟社区原名樊沟村，现有常住人口960户

2820人，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随着城

市建设的需要，樊沟村里耕地被征用。耕

地没有了，如何让群众生活得到保障？经

过樊沟社区“两委”班子反复讨论，最终确

立“利用现有土地资源和区位优势，负债

经营，滚动发展，良性循环，使土地增值、

经济增收、居民增利”的发展目标。截至

目前，樊沟社区集体资产总额达2.2亿

元。同时，正式挂牌成立樊沟股份经济合

作社，成为许昌市第一个登记赋码的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实现了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制度改革。

许昌市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牵引，以完

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着

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强乡村振兴内生

动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全面完

成，发放新版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859814

户。规范土地流转，全市建成8个县级服

务中心，48个乡级服务站，设立7个土地承

包仲裁委员会，建立健全市、县、乡、村4级

土地流转和纠纷调处体系，全市土地流转

面积186万亩，土地流转率达45%。

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全市2364个行政村（社区）已全部完成农

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共清查出账面

资产总额 388702 万元，核实资产总额

1216555 万元，其中核实经营性资产

262865万元，集体土地总面积604万亩。

“许昌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

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统筹推

进农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生态环

境保护、乡风文明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等

各项工作，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

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许昌市副市长楚雷

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