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0月9日，河

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壮丽70年 奋斗新

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济源专场，发

布会以“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 建设新

时代又富又美济源”为主题，济源市委书

记张战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济

源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济源走过

了一段又一段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实

现了一次又一次振奋人心的发展跨越。

人均生产总值从55元增加到87683元，

居全省第二，增长了1594倍；工业增加

值从不足90万元增加到381.8亿元；城

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618元

增长至33307元，居全省第三，累计增长

48.7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

的42元增加到18446元，居全省第二，

累计增长439.2倍。今年上半年，生产总

值增长8％、居全省第二，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8.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 18.3％ 、居 全 省 第 二 ，税 收 占 比

78.4％、居全省第一，多项经济指标创近

年来同期最好水平。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济源是全国最大的绿色铅锌冶炼基

地和白银生产基地，是河南省重要的钢

铁、能源、化工、装备制造基地。推动高质

量发展，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是重中之重。

济源市强化传统优势产业改造和新

兴产业培育“双轮驱动”，逐步构建起以

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钢铁及装备制造、

化工、能源新能源、食品饮料为支柱产

业，生物医药、环保科技、新型材料制造、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1+4+

4”产业体系。围绕白银、铜锌、优特钢深

加工，做足延链补链文章，着力打造有色

循环经济和现代装备制造两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

城市特色日益彰显

济源市2005年就被确定为河南省城

乡一体化试点市，2014年被确定为全省

唯一在全域范围规划建设的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目前城镇化率达到62.4%，城乡

一体化实现程度达80%以上。

济源市坚持以绿荫城，城市绿化覆盖

率、绿地率分别达41.6%、37.5%，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达12.79平方米。坚持以水润城，

建设小浪底北岸(济源)灌区、河口村水库等

重大水利工程，再现济水风光。坚持以文

化城，注重在城市建设中融入文化元素、彰

显文化气质。坚持以业兴城，吸纳大量农

村人口、外来人口转移集聚，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到济源安家落户。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济源市针对济源贫困人口点状分布、

居住分散的特征，着力在“精准”上狠下功

夫、在“绣花”上做足文章，坚决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目前，59个建档立卡贫困

村已全部脱贫退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2092户 7107人，已累计实现脱贫1849

户652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13%。

济源率先在全省试点推行乡镇民生

实事项目基层人大代表票决制，先后为市

民送去12年公办学校学生免学费、城区公

交全免费、农村小学在校生免费营养餐等

民生“大礼包”。推进市镇村三级便民服务

网络建设，真正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百米”。

10月9日，光山县辰龙茶叶公司扶贫车间的工人在加工准备出口摩洛哥的眉茶。近年来，该公司将茶叶远销“一带一路”沿线7个

国家，年创汇1300多万美元，还吸纳30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本报记者尹小剑通讯员谢万柏摄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李骏鸣
王世温）10月7日，国庆长假的最后一

天，适逢我国传统的节日——重阳节。

这天，武陟县4.6万余名67～79岁农村

老人在享受村里提供的喜庆饺子宴的同

时，也如期收到了县里给他们的一份丰

厚大礼——“党建+乡村治理”奖补资金。

从今年7月份开始，武陟县在全县

347个村探索开展了“党建+乡村治理”

示范村创建活动，其核心内容是推进

“支部建设示范村、党风廉政建设示范

村、平安法治建设示范村、乡风文明建

设示范村、美丽宜居建设示范村”五类

示范村创建，鼓励引导村级党组织发挥

战斗堡垒作用、基层党员干部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乡贤老人发挥“德治、自治、

联治”作用。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乡村治理激励体

系，激发干部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武陟县对每一类示范村都细化创建标

准，明确牵头部门，采取村级自荐、乡级

审核、县级核定的办法，每季度开展一次

评定，并将评定结果与村干部荣誉、村级

奖励、村里67岁以上老人享受的福利待

遇相挂钩。该县每年按全县67岁以上老

人每人补助200元的标准，列入县级财政

预算。对成功创建“五类示范村”的，为

该村67岁以上老人每人每季度补助50

元；对成功创建单项类示范村的，每成功

创建一类，为该村67岁以上老人每人每

季度补助10元。各乡镇（街道）还可以结

合乡情实际，设立相应配套资金，依据各

村创建结果，增加奖补力度。国庆节前

夕，武陟县第三季度“五类示范村”创建

达 标 的 有 80 个 村 ，发 放 奖 补 资 金

2315650元。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9日，记者

从我省教育部门获悉，教育部等部门日

前印发了《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评

审暂行办法》，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

评审将启动，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含

技工学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

学生。每年奖励2万名学生,奖励标准

为每生每年6000元。中职国家奖学金

每学年评审一次，实行等额评审。

据了解，中等职业学校具体负责组

织中职国家奖学金申请受理、评审等工

作，提出本校当年中职国家奖学金获奖

学生建议名单，在校内进行不少于5个

工作日的公示。年级要求：全日制二年

级及以上学生可以申请中职国家奖学

金。成绩表现等要求：学习成绩排名位

于年级同一专业前5%（含5%）的学生

可以申请中职国家奖学金。学习成绩

排名位于年级同一专业排名未进入

5%，但达到前30%（含30%）且在道德

风尚、专业技能、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

合素质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可以申

请中职国家奖学金，同时需要提交详细

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由学校审核

后加盖学校公章。学习成绩排名未进

入30%的，不具备申请资格。

本报讯（记者杨青）10月9日，记者

从河南人才市场了解到，河南人才市场

在十月倾力打造六场最具影响力的主

题招聘活动。

据了解，第七届大中城市联合招

聘高校毕业生河南人才市场现场招聘

会将于10月11日、25日举办，每场招

聘会拟设展位110个，预计将为求职

者提供近5000个就业岗位，涉及互联

网、教育咨询、生物医药、制造、房地产

等多个行业。省人才市场还将以本次

活动为契机，于10月18日举办全省大

中专毕业生专场招聘会，10月16日举

办化学化工、生物制药、仪器仪表、电子

商务专业人才专场招聘会，10月30日

举办建筑房产、生产制造、教育培训、商

务服务行业专场招聘会，10月23日举

办河南省营销人才专场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杨青）10月9日，记者

从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近日郑州市出台《关于

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

作的实施意见》，列出加大创业担保贷

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支持力度、落实促进

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等利

好措施，圆更多创业者“老板梦”。

郑州市加大了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及奖补政策支持力度，实施意见规定，

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自

主创业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30万元

的创业担保贷款；高校毕业生创业担保

贷款最高额度不超过35万元。合伙经

营或组织创业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小微企业

一年内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

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

工人数2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

15%）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

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300万元的创业

担保贷款。

同时，郑州市将加强创业载体建

设，每年认定一定数量的示范性创业孵

化基地和新型孵化平台，对达到市级标

准的，由市财政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奖

补。市级及以上创业孵化基地、新型孵

化平台每孵化一户企业运营1年并带动

3人以上就业的，按每户每年不高于1万

元的标准给予孵化成果补贴，补贴期限

最长不超过2年。

从2019年1月1日起，郑州市将就

业见习补贴范围由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

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

业生，扩展到16~24岁失业青年；组织

有见习意愿的失业青年参加3~12个月

的就业见习，提高其就业能力。每两年

认定一批市级示范性就业见习基地，按

每家5万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奖补。

毕业年度有就业创业意愿并积极

求职创业的低保家庭、贫困残疾人家

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高校毕业生以

及残疾、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特困人员

中的高校毕业生，可选其中一种困难情

形，按规定申领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10月4日，濮阳县运动游园内弥漫

着浓浓的幸福和甜蜜，一场别开生面的

“零彩礼”简约婚礼冒雨拉开序幕。在

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徐治、徐亚冰一对

新人手捧鲜花步入婚姻殿堂。

整个婚礼，没有豪华的迎亲车队,

没有喧天的锣鼓鞭炮声，简约而不简

单，喜庆而又隆重，亲朋好友在为新郎

新娘送上掌声和美好祝福的同时，纷纷

为新娘不要一分彩礼钱的做法竖起大

拇指。

“结婚最在意的应该是对方的人

品和两人的感情，我们不想因为两个

人的感情给家人增加负担，我们自己

奋斗，一定能越过越好。”说起“零彩

礼”的初衷，新娘徐亚冰甜蜜之情溢于

言表。

“只要孩子过得幸福，比啥都强！”

新娘的父亲徐红波说。

近年来，濮阳县把移风易俗作为

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

着眼建立长效机制，出台了《濮阳县集

中治理农村红白事大操大办工作方

案》等文件，建立完善了村规民约，组

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教育引导群众

自觉摒弃索要高价彩礼、攀比炫富等

陈规陋习，提倡喜事新办，倡树文明新

风，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减轻了农

民群众的负担。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韩鹏）

10月7日凌晨5时许，太康县爱心早餐

点，一辆装满新鲜蔬菜的大货车停放在院

中，20多名城管志愿者在城管局局长张爱

梅的带领下正从车上往下卸蔬菜。

这些蔬菜是河南景泓农业种植有限公

司负责人郑世纪为环卫工捐赠的。郑世纪

说，多年来，他每次早晨送孩子上学，都会

看到一些环卫工在路上默默地打扫卫生，

“环卫工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非常感动，我

想给环卫工献点爱心。”张世纪就捐赠了

5000斤价值2万余元的新鲜菜心。

听说爱心企业要为环卫工捐赠蔬菜，

太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新栋也放弃

节日休息，加入蔬菜搬运行列。“节日里，

县领导也不忘过来看望我们环卫工，真让

人感动啊。”环卫工张大爷等人说，“社会

上有这么多好人关心我们环卫工，我们再

苦再累也值了！”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盛德劭）

10月8日上午，在平舆县十字路乡前盛村

产业扶贫基地的大院内，一辆快递公司的

大厢车将广州风行标识有限公司河南分

厂生产的产品装上车，销往马来西亚。

这家广州风行标识有限公司河南分

厂是该乡“巧媳妇”工程的扶贫产业项目，

长年安排有60名留守妇女、贫困劳力进

厂，承接全国各地、东南亚各国的广告招

牌生产。

48岁的分厂经理秦志红是前盛村大

秦二组的村民，二十多年前就在广州风行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从事这项业务，在精通

了生产技术、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经营管

理后，他看准了在家乡创业相对低廉的成

本和留守妇女劳力充足的优势条件，决心

返乡创业，带领乡邻共同致富。

本报讯（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玉
孙凯）10月8日，三门峡湖滨区崖底

街道陈宋坡村72岁的脱贫户贾毛女正

在忙着收拾院里晾晒的农作物，行动不

便的老伴陈水寿正坐着晒太阳，村卫生

室的宋海强医生走过来给陈水寿检查

身体。

近年来，湖滨区加强医疗基础设施

建设，2018年以来，筹集资金110万元，

新建3所、改扩建9所标准化村卫生室，

并为每个贫困村卫生室统一配置价值5

万元的办公设备和医疗设备，为4个贫

困村配齐了合格村医。

该区对贫困户实行一户一档一卡

动态管理，全力推进农村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农村贫困人口签约率达到100%；

共有2284人享受到价值33万余元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免费服务，为全区2432户

贫困家庭统一免费配备了爱心保健箱、

保健卡，方便群众家庭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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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才市场

6场主题招聘活动等你来

平舆县十字路乡

“巧媳妇”订单产品挣外汇

武陟县

开展“党建+乡村治理”示范村创建活动

弘扬愚公精神 建设富美济源

太康爱心企业
赠环卫工5000斤蔬菜

三门峡市湖滨区

健康扶贫暖人心

中职优秀生每生每年
可获奖学金6000元

郑州助创业者圆“老板梦”

濮阳县

“零彩礼”婚礼获点赞

◀上接第一版

解放固化思想 创新发展模式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襄城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解放思想是激发内生动力的

助推剂，是不容忽视的一环。2019年上

半年，襄城县开展“解放思想跨越发展”大

讨论活动，在召开理论学习会议的同时，7

个领导小组专门组织人员外出参观，转换

新思想、接触新理念，开阔了眼界、增长了

见识，为进一步营造解放思想氛围，推动

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思想解放了，思路开阔了，措施针对

性强了，襄城县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发

展，2018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71.9

亿元，增长8.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0.8亿元，增长9.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9.5%；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9亿元，增

长10.6%，成功入选2018中国中部县域

经济百强县。这一系列的数字凝聚了襄

城干群的不懈努力，展现了思想解放、奋

勇争先的丰硕成果。

从襄城县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

该县谋划实施了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的

项目和工程，积蓄了发展新动能；以产

业集聚区、循环经济集聚区为平台，以

招商引资为抓手，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延链补链，形成了“煤焦化工”“炭素深

加工”“高纯硅材料”等主要产业链条，

循环经济产业集聚区被认定为河南省

硅材料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高纯硅

材料产业列入全省电子信息产业转型

升级行动计划，襄城未来竞争优势正在

逐步形成，新材料产业在县域间比较优

势明显，具备成为中国工业制造方面

“隐形冠军”的潜力。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

地看到，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多种困难层层叠加，稳

增长、促转型面临严峻挑战。宁伯伟告诉

记者，我们要紧盯高纯硅烷、碳纤维等新

材料产业发展，积极解放思想、创新实践，

努力将其打造成为该行业的“隐形冠

军”。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增红利、添动力，

吹响襄城高质量发展的“集结号”。

打开民生密码 激活内生动力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襄

城县始终践行民生为本，民生为重，民生

为先的发展理念。

民生之大，教育为基。作为推动县

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近年来，襄城县

委、县政府以解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高

水平、高质量教育需求”为出发点，明确

提出了“着力振兴教育，打造中原教育强

县”的目标，并围绕“抓项目带发展、抓内

涵促提升、抓改革求突破”的总体思路，

深入实施“学前教育普及”“义务教育均

衡”“高中教育提质”“民办教育创新”“教

育质量创优”五大工程，全面提升襄城县

教育发展水平，为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人

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今年是全市基础

教育提升三年攻坚收官之年，我们将继

续努力，再接再厉，圆满完成攻坚计划，

为襄城县教育快速进位升级作出积极贡

献。”县教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校舍建

设进度明显。

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是社会关

注的重点，也是襄城县在发展教育事业中

的“重中之重”。为此，襄城县抢抓全省

“十三五”农村中小学布局规划和寄宿制

学校建设的机遇，在全县规划建设了17

所公办寄宿制初中、24所公办寄宿制中

心小学。目前，已基本完成17所初中和

22所寄宿制小学新建（改扩建）任务，全

县每个乡镇1所寄宿制初中，1~2所寄宿

制中心小学的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些学

校的建成，有效解决了农村留守儿童上学

问题，同时，也为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

问题打下基础。

襄城县寄宿制学校及城区和城郊学

校的规划建设，将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

上优质学校的需求，为该县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教育基础。同时，“精品学校”创

建顺利进行，襄城县教体部门积极组织

学校参与市级精品学校创建活动。目

前，全县已完成新建（改扩建）任务学校

37 所，新增学位 21158 个，新增床位

14820个，新增餐位15210个。今年，正

在建设的7所学校中，2所已完工，3所正

在施工，2所即将开工。

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强则国家富。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系统工程、长

远大计。襄城县稳经济、转思想、改作风、

保民生多管齐下，推动县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打造县域高质量发展的“襄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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