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一听说濮阳县脱贫摘帽了，俺心里

就在‘打鼓’，是不是以后就没人帮了，现

在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不仅驻村第一书

记协调资金购买了化肥、农药、灌溉用电

线等帮俺发展苹果种植，镇政府还帮俺

新建了冷库，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

好。”9月29日，濮阳县户部寨镇户部寨

村脱贫户曹训彪信心满满地说。

濮阳县曾经是省级贫困县，是我省

“三山一滩”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全县共

确 认 扶 贫 建 档 立 卡 人 口 27251 户

109484人，共有贫困村174个。脱贫攻

坚战打响以来，濮阳县坚持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打好精准

识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就业创业、基

础设施提升和政策兜底“六大硬仗”，脱

贫攻坚工作交出满意成绩单。截至

2018 年底，全县贫困人口累计脱贫

23439户98816人，实现贫困村出列169

个，贫困村退出比例达97%，各项脱贫指

标均已达到退出要求。今年5月9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33个

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濮阳县名列其中。

脱贫摘帽后，濮阳县严格落实脱贫

摘帽不摘政策、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

摘监管“四个不摘”的要求，做到实干劲

头不减、财政投入不减、驻村力量不减、

增收措施不减、动力合力不减“五个不

减”，并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巩固脱贫成

果、提升脱贫成效的根本之策，实施了一

批关乎长远发展的扶贫项目。在种植、

养殖、加工、光伏、电商、金融和务工等方

面多管齐下，通过政府主导推动、龙头企

业带动、合作组织互动、能人大户联动、

干部帮扶促动，采取流转土地收租金、务

工就业挣薪金、入股经营分股金等多种

方式，增加群众收入。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宋艳
丽）收看国庆阅兵，悬挂五星红旗，欣赏

水幕电影……这个国庆假期，汤阴人用不

同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真挚祝福和对美好

未来的向往。

10月1日晚，汤阴县白营镇大付庄村

农民夜校准时开课了，这期夜校主题是“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村里人早

早等在了村党支部活动室。该村党支部书

记代兴旺讲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三个

‘伟大飞跃’”时，教室里村民连连称赞，响

起热烈掌声。78岁的秦录第一个举手发

言：“从愁吃愁穿到日子越过越美，医疗、教

育和养老越来越有保障，感觉这几十年的

变化特别大，就像做梦一样。”

10月3日上午，在汤阴县人和公园，一

群年轻人正在拍摄快闪《我和我的祖国》，

大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齐声歌唱，用歌声

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对脚下这片土地

的深情。“我最亲爱的祖国，你是大海永不

干涸”，演员们舞动着红绸，以婉转的节奏、

优雅的步调舞出了祖国之美、生活之美，场

面壮观，气氛热烈。

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活动视频火遍汤阴朋友圈，汤阴县各行各

业都在向祖国母亲深情告白，通过组织合

唱、拍摄快闪、录制短视频等多种方式学

唱、传唱爱国歌曲，抒发爱国情怀。

10月5日一大早，汤阴县韩庄镇的一

群老干部就整装出发了，开启了“庆国庆

看变化 谋发展”之旅，他们边走边看，无论

是整修一新的人民大道还是风景优美的汤

阴国家湿地公园，都让人感受到汤阴县近

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在汤阴街头看到，街道两侧国旗

飘飘、鲜花锦簇，成了五彩斑斓的海洋，吸

引市民驻足观赏拍照。

近年来，襄城县把工业企业“智造

化”、民营经济“规模化”作为襄城实现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形成了煤化

工、硅材料、智能食品成套装备、炭素、服

装制鞋5个产业集群，明确了4条百亿级

硅材料产业发展链条，推进了“中原硅谷”

和千亿级硅材料产业集群。在推动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襄城县步履不

停、加速奔跑，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真实

地记录了“襄城速度”。

实现优势转化 助力经济发展

记者多次探访襄城县南北产业集聚

区，在“一体两翼”的空间布局中感受“襄

城智造”。位于县城南部的循环经济产业

集聚区是国内煤基化工产业链最长的循

环经济产业园区，2018年煤基化工产业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突破300亿元；位于县

城北部的产业集聚区培育了新能源、装备

制造、服装制鞋及卫生用品等主导特色产

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高纯硅材料产业

列入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行动

计划和许昌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致力

建设1个千亿级硅材料产业集群，打造

“中原硅都”。

在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的同时，通过拓

宽发展渠道，创新发展方式，襄城县的产

业发展之路走上了康庄大道。围绕主导

产业，重“引进”；把硅产业作为工业转型

升级的突破口，与平煤神马集团深度合

作，引进了配套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年产

20万吨环己酮、高强高密等静压石墨、优

质针状焦延迟沥青焦等项目。围绕高新

产业，盯“孵化”；依托硅产业优势，加快建

设红暖纤、保温新材料等气凝胶应用项

目，致力打造军民融合产业园，推动高新

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持续迈进。围绕现

有产业，抓“升级”；目前，正在建设平煤隆

基二期，转换效率可达22.5%，将成为全

球最大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生产基地。

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建设“中国尼

龙城”要求，加快推进环己酮、洗煤厂、平

宝煤业产能升级等尼龙城配套项目建设，

全面提升襄城对“中国尼龙城”的配套能

力。围绕民营企业，优“服务”；建立县级

领导干部分包联系企业责任制和“企业服

务日”制度，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与企

业面对面沟通、零距离交流，现场解决企

业提出的问题。

完善联审联批机制,相关部门职权下

放到产业集聚区，确保工业项目不动产登

记3个工作日内完成，工业建设项目施工

许可50个工作日内完成。建立沟通联系

机制，定期召开政企座谈会，掌握企业经营

趋向，帮助企业解疑释惑；畅通诉求表达机

制，通过企业服务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

企业家微信群等渠道，关注和回应企业家

的合理建议、利益诉求，全力当好“店小二”

“联络员”“宣传员”，为企业营造优良环境。

“下一步，我们会将‘四个一百’专项

行动形成常效，同时，深入开展‘环境优化

年’活动，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培育新兴产

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许昌在

中原更加出彩中走在前列作出襄城应有

的贡献。”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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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8日，记者

从团省委获悉，近日我省推进“百校千

岗”2020届建档立卡贫困生就业精准帮

扶工作启动，力争到2019年底，为不少

于3500名贫困毕业生提供就业帮助。

根据《关于深入实施“千校万岗”大

中专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的通知》要

求，团省委前期启动了全省“百校千岗”

大中专学生就业精准帮扶行动和青年

见习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就业精

准帮扶行动和青年见习计划岗位征集

活动，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2018届、

2019届、2020届大中专毕业生，通过省

属国有企业、中央驻豫企业，省青企协会

员企业、省青联会员单位、省内各创业企

业等提供就业岗位，力争到2019年底，

为不少于3500名贫困毕业生提供就业

帮助。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今后如果机

动车尾气排放不达标，想找黄牛或者随

便找个地方修理就行不通了，超标车必

须到指定的M站进行专业维修。10月

9日，记者从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今年10月1日起，郑州62家机动车尾

气超标维修治理（M）站顺利投入市场

开始运营，全市开始全面实施在用机动

车排放污染物检测与维修（I/M）制度。

据悉，今后郑州行政区域内尾气排

放超标的机动车，都需到具备资质的维

修单位（M站）进行维修治理，维修竣工

后持M站出具的维修发票、治理清单和

检测报告到机动车环保检验机构（I站）

进行复检，未在M站维修治理的车辆不

予复检。I/M制度即机动车检测/维护制

度，目前是我国解决机动车污染防治问

题最有效、最先进的管理制度，就是对在

用机动车进行强制性定期检测，并对出

现故障的车辆进行强制维修的制度。

10月9日，游客在宁陵县

阳驿乡朱屯村冬枣园采摘冬

枣。据了解，当地回乡创业青

年郭学明采用“公司+合作社+

基地+农户”的模式，把种植技

术和幼苗无偿提供给贫困户，

带动阳驿乡、城郊乡、张弓镇农

民发展冬枣种植2000多亩，

一批贫困户靠种植冬枣走上了

致富路。吕忠箱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10月9日，

记者从中国开封第37届菊花文化节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开封第37届菊花

文化节将于10月18日开幕，11月18日

闭幕，历时1个月。本届菊花文化节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

线，以“奋进七十年 出彩开封城”为主

题，将举办一系列的文化、体育、经贸交

流等活动。

本届菊花文化节的主要活动将在

开封今年倾力打造的宋都皇城旅游度

假区举办。开幕式暨关峡作品交响音

乐会以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

交响乐团团长关峡先生刚刚完成的作

品《新时代的荣光》命名，届时，将由来

自十几个国家的优秀音乐家登台演出；

举办第四届两宋论坛，在举行两宋优秀

研究成果征集评选活动和两宋学术交

流会的同时，还将举办两宋图书展、两

宋书画展、两宋美食周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10月

9日，交通运输部召开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交通

强国建设纲要》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工作启动

会议，河南省交通运输厅等13个单位入选首

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标志着河南交通将迎来

历史发展新机遇，开启科学发展新征程。

河南承东启西、连南贯北，交通区位优势

突出，是全国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

核心区，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现代综合

交通枢纽。此次成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对支撑河南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加快中

部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以为中西部地

区提供易复制的样本经验。

“对标《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力争实

现‘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

务’的发展目标，为交通强国建设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的‘河南方案’。”省交通运输厅负责人

说，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将落实高质量发展要

求，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安排部署，为全

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当好先行。

本报讯（记者李政）10月9日，记者

从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儿童血液病和恶

性肿瘤救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按

照发病率相对较高、诊疗效果明确、经济

负担重等原则，确定了再生障碍性贫血、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血友病、噬血细胞

综合征、淋巴瘤、神经母细胞瘤、骨及软组

织肉瘤、肝母细胞瘤、肾母细胞瘤、视网膜

母细胞瘤10种首批救治管理病种。

针对这些疾病治疗难度大、涉及学

科多、治疗周期长等问题，我省建立了定

点医院及诊疗协作网络，确定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河南省

肿瘤医院和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等4所医院为省级儿童血液病定点救治

机构。针对儿童实体肿瘤涉及诊疗环节

多，分散在不同医疗机构的特点，组建了

三个跨医疗机构的诊疗协作组，各协作

组成员单位共同为实体肿瘤患儿提供化

疗、手术、放疗等多学科诊疗服务。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谢李广表示，下

一步，我省将重点做好加强患儿全程管

理、提高早诊早治率、加强药品供应保障、

完善综合保障政策、推进医保支付改革等

工作，切实维护好儿童健康权益，为患儿

解除病痛，为患儿家庭减轻就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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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王丽飒

我省加大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救治保障力度

确定10种首批救治管理病种

壮丽壮丽7070年年··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襄城模式”

汤阴县 歌颂新时代 礼赞新生活
濮阳县 脱贫劲不松 持续加油干

栽下冬枣树
走出致富路

河南成为首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为中西部地区提供易复制的样本经验

开封菊花文化节10月18日开幕

郑州上线62家汽车尾气专科医院

本报讯（记者李政）10月8日，副省

长武国定组织召开涉农部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会议。

在听取各部门贯彻意见后，武国定强

调，各涉农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9月16日~18日考察调研河南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

务。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领导干部

要发挥带头作用，认真对照总书记讲话原

文，逐字逐句学、反复深入学，把总书记讲

话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要

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紧紧围绕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尤其把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和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作为重点，列出专题

专项，深入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为省

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要在抢抓

机遇上下功夫。把总书记这次考察调研

作为促进河南“三农”发展的重大机遇，进

一步加强对接、深入研究，推动相关工作

再上新台阶。要在求真务实上下功夫。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结合实

际，研究制定一系列真招、硬招、实招，并

实行责任制，确保总书记对河南的指示

件件落地生根。要在谋划项目上下功

夫。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

搞好工作谋划、制定“十四五”规划结合

起来，组成专门工作班子，深入谋划一批

具有前瞻性、带动性的重大工程、项目。

要在竞相出彩上下功夫。农口各部门要

以总书记视察河南为动力，力争各项工

作走在全国前列，奋力谱写新时代河南

“三农”工作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会议还就近期我省重点工作作出

了具体安排。

学深悟透结合好 实招硬招争出彩

副省长武国定在涉农部门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会议上强调

“百校千岗”行动助贫困毕业生就业

襄城全景 张全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