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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9月10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为加强青年退役军人服

务保障工作，扩大团组织服务青年的覆

盖面和影响力，团省委日前与相关部门

共同开展“退役不褪色，青春更出彩”活

动。

根据活动安排，在每年9月、12月

退役军人集中报到期间，将有专职工作

人员参与退役军人中的团组织关系转

接工作。结合“春雁行动”，发掘优秀青

年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典型人物和典型

事迹，在全省“向上向善好青年”“青年

五四奖章”“两红两优”“最美退役军人”

等评选活动中，安排适当名额予以表

彰。围绕青年退役军人现实需求，通过

“青年之家”“八方援”、退役军人就业技

能培训等提供项目服务，搭建相关金融

平台，为优秀创业项目及青年退役军人

创办的小微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此外，将利用社会救助、慈善救

助等政策资源，对困难青年退役军人

进行帮扶，在“五四”“八一”“春节”等

节日，开展对青年退役军人走访慰问

活动。

9月9日，云

南 1队（左）和宁

夏 1 队选手在板

鞋竞速女子 100

米预赛中。当日，

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板鞋竞速

比赛在郑州市举

行。新华社发

9月9日，记者见到了维吾尔族小

姑娘陈佳慧，她今年只有9岁，是本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

目的所有运动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她这次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加民

族武术女子传统二类拳和女子软器械

两个小项的比赛。

佳慧虽然小小年纪，但对这次比赛

却很有自己的期待。她说：“我希望能拿

一个二等奖，不管是打拳还是器械，哪个

都可以。”别看她只有9岁，却已有3年

的“武龄”。她练武术是妈妈的决定，因

为她小时候身体不太好，妈妈就在她6

岁时把她送去练武。这个年龄，正是跟

家人要糖、要玩具的时候，佳慧却几乎每

天都要与剑作伴，这一练就是3年。

受伤是习武之人的家常便饭，对佳

慧来说也不例外。来郑州之前，她膝盖

上被剑划开的伤口刚好。对这种小伤

小病，佳慧根本不当回事，“妈妈说，做

一件事就要做到最好，所以，不管遇到

什么困难，我都没想过放弃。”

佳慧是小学三年级学生，她能很好

地平衡学习和练武的关系。“我没有因

为武术耽误学习，每天都在教室里把作

业全部写完，再去练武。”她练武时，一

招一式都不输同队师兄师姐。她缓解

紧张的办法就是吃巧克力。

谁参加比赛都想争取好成绩，但教

练魏胜利绝对不给队员加压，尤其对佳

慧这样的小队员。他说：“我们第一次

参加全国性比赛，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

的，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

9月8日，孟州市河阳街道函丈村青年杨程远在给多肉植物浇水。三年前，在外打工

的杨程远筹资30万元，回乡建成一座面积670平方米的温棚，培育多肉观赏植物，目前

已拥有100余个品种，产品通过淘宝、微信、抖音等多种途径销售，每年获利10万元以

上。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华 张
颖）9月9日，记者从正阳农商银行永兴

支行获悉，该支行各项存款突破6亿元

大关，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该支行坚守服务“三农”初

心，依托新产品、新业务，完善营销体制，

优化服务措施，取得了“月赢、季赢和年

超”佳绩。在员工中开展“比存款，看份

额；比贷款，看质量；比行动，看业绩”竞

赛，巩固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攻克大客

户，不忘小客户，实现了由“拉存款”向“拉

客户”和以贷引存、以存增贷的转变。

截至8月底，该支行各项存款余额

达到60238万元，较年初增长10133万

元，完成当期计划的204.46%，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的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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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商丘市70年来生产总值由2.19亿元提高到2389.04亿元，增长1090倍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9月10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壮丽70年·奋
斗新时代”系列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新中国成立70年来，商丘市在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上团结一心、艰苦创

业，在坚韧前行的改革进程中攻坚克难、

薪火相传，豫东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

史巨变。

发布会上，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介

绍了70年来商丘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王战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商丘市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强力实施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商

丘经济发展高质量‘一方案十专案’，商丘

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在

实现中原更加出彩伟大进程中贡献更多

商丘力量。70年来，商丘市生产总值由

2.19亿元提高到2389.04亿元，增长1090

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384万元提高

到153.66亿元，增长644倍。改革开放

40年来，商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由1978年的87元增加到现在的11506

元，增长131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由 1987 年的 629 元增加到现在的

29996元，增长47倍。”

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出色出彩。

持续打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牌，推动产业

结构向更高层次迈进。一二三产业比重

调整为16.0：41.3：42.7，实现了历史性嬗

变。持续打好创新驱动发展牌，积极对接

郑洛新自创区，融入全省创新发展大局，

推动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发展融合，激活

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各类创新创业主体

竞相发展。持续打好基础能力建设牌，坚

持优先发展、创新发展，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三环九放射”快速通道开工建设，商

合杭高铁、阳新高速等项目加快推进，京

雄商高铁商丘段、商丘机场进展顺利。持

续打好新型城镇化牌，全域推进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构建“一中心

两组团五卫星城百镇千村”城乡统筹发展

体系，着力建设园林城市。

枢纽经济发展如火如荼。商丘交通

便利，四通八达，是国家“一带一路”“八纵

八横”高铁网络和区域流通节点城市，高

铁、普铁、高速、国道在商丘呈米字型交

叉，商合杭高铁预计年底前试运行，京雄

商高铁将开工建设，商丘市将成为河南省

第二大高铁枢纽城市。全市四级公路总

里程已达两万多公里，公路密度位居全省

前列。立足综合交通优势，大力发展交通

偏好型产业，着力打造“物流为核”产业发

展新格局。

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节节攀升。以打

好打赢“三大攻坚战”为重点，让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坚

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各领域

风险得到及时化解。从最困难的群众入

手，坚决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商丘市所

辖6个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市

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11.51%下

降到2018年的0.93%。2017年、2018年

和今年上半年，全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连续位居全省第一位。统筹抓

好大气、水环境、土壤污染治理，生态环境

明显改善，地表饮用水源水质连续11年

达标率100%，土壤污染几乎为零。加大

民生投入力度，2018年全市财政民生支

出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8.8%。

加大棚户区改造和安置房建设力度，60

万市民从中直接受益。开展“厕所革命”，

农村人居环境更加净美。普通高等学校

在校生由2015年的6万多人增加到2018

年的10.45万人。坚持医疗、医保、医药和

医院四医联动改革，推动医改向纵深发

展，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明显改

善。

壮丽壮丽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聚焦全国民族运动会

9月10日一早，参加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媒体采访团

代表走进郑州博物馆、郑东新区智慧岛、

千玺广场等地，通过实地采访感受郑州

的发展和变化。

采访团的第二站是龙子湖智慧岛，

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由龙子湖湖心岛、

环湖心岛15所高校、白沙产业集聚区构

成。作为核心区，集科技研发、创新创

业、人才集聚、金融服务于一体。如今，

40平方公里的智慧岛，陆续集聚了华

为、诺基亚、中科院计算所等122家大数

据企业和知名研究机构，数字经济能量

密度之高，在中部地区首屈一指。截至

2018年底，经过严格准入，151家大数据

企业通过评审落地智慧岛，注册资本金

近 19 亿元，营收近 12 亿元。预计到

2020年，智慧岛将培育形成营业收入超

亿元的骨干企业50家，集聚大数据相关

产业企业超过500家，大数据相关产业

规模超过1000亿元。

吉林网的记者于洋在接受郑州媒体

采访时赞叹：“这是我第一次来河南郑

州，没想到郑州这么漂亮，非常开放、非

常现代化。”参观郑州博物馆时，于洋说

他感受到中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体

育文化，同时更能体悟到华夏民族生生

不息、自立于世的内在动力。中原人民

很热情，河南郑州会越来越好！

采访团记者乘车穿梭在郑东新区，

大家不禁感叹郑州城市的美丽！郑东新

区地标建筑千玺广场，还有一个很本土

的郑州名字是“大玉米”楼。当大家登上

“大玉米”楼58层的观光层时，甘肃电视

台记者王海鹏颇有感慨：“在郑州这几

日，即感受到了郑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也

感受到郑州是一个充满国际范儿的城

市，现代元素与历史文化交织，高科技、

高新产业发展非常迅猛，祝福郑州越来

越好！”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李向
平）“不但自己住进了配套齐全的周转

房，家里来人了也能住得下。今年教师

节，收到这样的‘大礼包’真是太好了！”9

月10日，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草坑小

学的古盼盼搬进附近的李三庄小学教师

周转房后，高兴得像个孩子。

古盼盼家是鲁山县的，两个孩子大

的还没有到入学年龄，小的才一岁，婆婆

跟着在学校看管，一家人挤在16平方米

的办公室居住。学校考虑到古盼盼的情

况，给了她一套周转房，他们一家四口人

就住进了新“家”。

“原来的住室兼厨房，洗漱不方便，

洗了衣服也没地方晾晒，现在好了。”古

盼盼在自己分到的周转房里喜滋滋地

说，“厨房、阳台、卧室、卫生间都有，心里

头很高兴。这样才有家的感觉，对以后

的学校生活充满了新期待。”

“周转房都是装修好的，水、电、床

等配套设施齐全，可以拎包入住，跟以前

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教师们都亲切地

叫它‘暖心房’：让我们农村教师的心里

暖暖的。”李三庄小学的陈圆圆与孙琛

琛、孙巧娟等一众老师对“新家”很满意。

“现在可以安心在干净明亮的宿舍

里备课了，再也不用‘蜗居’了。学校给

了我们这么好的条件，现在就想好好扎

根基层，尽我所能，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陈圆圆说。

草坑小学的冯杜鹃家在叶县，孩子

十个月，母亲跟着在学校住，三口人挤在

一间办公室里。回想起过去的住宿条

件，冯杜鹃说：“终于苦尽甘来，告别了那

个没有厕所的袖珍小单间。”

“住进教师周转房后，不仅我们的生

活更安全、更方便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

心里更踏实了，在这里工作也更加安心

了。”冯杜鹃如是说。

据了解，湛河区投资220万元，于日前

建成了18套教师周转宿舍。教师节当天，

为30名乡村教师发放了节日“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中
献）9月10日，邓州市召开教育大会，对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邓

州市第一高级中学、龙堰乡中心校等先

进单位奖励2086万元，对获得“邓州市

英才奖”的51名学生及其所在学校颁发

奖金55.8万元，对职业教育工作先进单

位和先进个人颁发奖金255万元，累计

奖金额度为2396.8万元。

确保学前教育学位供给，3年内每

个乡镇办好1至2所公办中心幼儿园;

扩充优质高中教育资源，3年内新建3

所城区普通高中，增加学位10000个以

上;升级市特教中心办学条件，3年内确

保学校可以满足我市所有聋哑、智残、

盲残儿童等特殊教育需求；保证教师需

求，采取调剂、补充、压减、引进等方式，

两年内压减8%以上的其他事业编制，

用于解决教师编制不足；实施“名优”战

略，每三年评选一次全市名师、名校、名

校长、优秀班主任；名师、名校长、优秀

班主任每月颁发特殊津贴1000元，名

校授牌，并实施动态管理……在当天的

教育大会上，该市还印发了“邓州市尊师

重教十六条”，紧紧围绕“建学校、补教

师、提待遇”三个方面，为教育为教师办

实事办好事。据悉，将“邓州市尊师重教

十六条”内容全部落实到位，该市累计资

金投入将达到40亿元。

沟域经济的洛阳实践

最小的运动员才9岁

平顶山市湛河区

30名乡村教师收到节日“大礼包”

邓州市

重奖教育先进单位和优秀学子

团省委开展服务青年退役军人活动

正阳农商银行永兴支行

存款突破6亿元

“郑州充满国际范儿！”
□本报记者杨青

□本报记者杨青

◀上接第一版
洛阳樱桃谷沟域经济示范区涉及新

安县3个镇24个行政村和西工区红山乡，

沟内千年樱桃林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中

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里连年成功举

办樱桃花节、樱桃文化节、樱桃谷骑行邀

请赛、特色小吃展等活动，兴起了采摘游，

办起了农家乐，先后建成了十几个规模化

樱桃园，年接待游客35万人次以上，综合

经济效益8亿元以上，年户均增收达3万

余元。同时，辐射带动了千亩玫瑰园、千

亩花椒基地、浦耕草莓园、卓成石榴园等

特色产业发展，拉动了集贸商超、餐饮住

宿业的兴起，吸引了40余名大学生和80

余名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促进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带动解决周边1800名贫困

群众实现本地就业。

栾川县陶湾镇南沟是伊河的源头。

一条纵深20公里、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

狭长沟谷，分布着4个省定贫困村5000

多口人。按照沟域经济的思路，沟域内

3000余亩土地全部流转，他们选择了走

“体育+旅游”之路，打造以健康养生、体育

运动、户外休闲为主题的康养谷。如今，

南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伊源康养

谷沟域经济示范区。沟内3000余亩桃、

李、杏、梨等果树替代了原来瘠薄的玉米

地，10公里的山地越野自行车骑游道、20

公里的登山健身步道已经建成，吸引了众

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纷至沓来，这也让沟域

内的农户户均年收入达到6万元。2018

年游客总量已达到25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约2100万元，带动470户贫困户，

1760口人通过沟域经济建设增收致富，

实现沟域产值2.4亿元。

孟津县同盟山沟域经济示范区位于

会盟镇，涉及4个村庄，总面积1.5万亩，

覆盖人口6000余人。沟域内拥有龙马负

图、伏羲画卦、八百诸侯会盟、刘邦绝河亡

秦、伯夷叔齐扣马劝谏等历史文化资源。

依托万亩莲藕、万亩优质水稻、万亩黄河

鲤鱼、万亩孟津梨等4个“万字号”特色主

导产业基地，2017年以来，累计投资3.7

亿元，每年举办的银滩灯会、梨花节、荷花

节等，接待人数达130万人次，节庆活动

收入达1.5亿元，域内综合产值达3.8亿

元；借助灯会、庙会、节会期间所聚集的人

气，带动孟津特色瓜果农特产品增加收入

达5600万元。沟域解决当地农户800余

人就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果树、莲藕种

植，鸡、兔养殖业农户达1000余户。

在伊滨经开区，倒盏村沟域经济示范

区利用诸葛镇南部万安山麓沟壑纵横的荒

山沟域资源，主打民俗文化，6000亩荒山

丘陵，3条总长约4.5公里的生活和商业街

道，有窑洞、戏楼、廊桥、茶台、庙宇、牛棚、

打麦场、古作坊等明清年间村民生活祭祀

活动的印记，还有滑雪场、射击娱乐馆、玻

璃栈道、市民公园、烈士纪念碑、景观水系、

葫芦庄园、高空水滑道、悬崖秋千、网红滑

道等现代游乐娱乐设施，是都市居民体验

农事、品尝民间美食、观展手工制作非物质

文化遗产、体验河洛古朴民俗风俗、休闲养

生游乐的胜地。试营业至今累计接待游客

1000万人次，带动当地2300多名农村劳

动力就业，助推200余位农村创客人才实

现在家乡创业；成为我省乡村旅游的标准

化试点、河南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地、洛阳

市文化产业的领军企业……

在洛宁，“金果小镇”已成为“豫西金苹

果部落”沟域经济区建设的精品亮点……

产业兴旺是沟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山还是

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沟还是那条沟。不

同的是，这些曾经的“沟沟坎坎”，今天已变

成洛阳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沟域经济激发活力，乡村旅游如火如

荼。截至目前，洛阳市休闲农业项目总数

达到3618个。其中，休闲农业园区351

个，休闲农庄109个，农家乐3158家，年接

待游客超过1300万人次，安排就业人数

11.8万人。洛阳市和栾川县、嵩县、孟津县

先后被农业农村部和国家文化旅游局认定

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市县。

王军介绍，2017年以来，洛阳市已培

育了33个沟域经济示范区，累计完成投

资超过近百亿元，各县（市）区、乡镇培育

的沟域经济示范区（园）也已经布局启

动。下一步，洛阳市将出台《沟域经济发

展标准体系》，将围绕“一沟一特色，一沟

一亮点”，建设绿色生态、产业融合、高端

高效、特色鲜明的沟域经济发展带，全面

提升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到2020年，

市级示范区将达到40个，并推进县级示

范区（园）建设，总产值将由20亿元提高

到40亿元以上；力争2022年总产值达60

亿元以上。通过示范带动，促进洛阳农业

农村深度变革，促进洛阳山区生态环境明

显改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

持续提高、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负“青山”，

方得“金山”。让沟流金、谷淌银、湾聚财、

川招宝……沟域经济不仅为洛阳铺开一条

绿色富民的康庄大道，更为洛阳山区农业

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蹚出了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