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

一场西北风把毛茸茸的冬天送上了

云台山。

漫山遍野的各种树叶争先恐后地红

起来了，像是在欢迎冬天的光临，又像是

向大自然以及呵护它们的游客与山民们

展示今年最后的张扬。

一条11公里的山路婀娜多姿，恣肆

地游走在山谷之中，然后盘山而上，在高

山之顶金岭坡村的“云上院子”稍事休息，

又蜿蜒而下，连接到了省道上。

“这条2018年才修通的11公里的路

叫金云路，因为沿途风景好，被修武人称

作‘天路’，是我们修武县美学乡村、美学

经济的一个典范！”修武县“四好农村路”

创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秦超说。

历史上曾经是资源性城市的焦作本

世纪初开始转型，开打绿水青山的山水

牌，至今的全域旅游已经有模有样。

焦作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新成说，

焦作市农村公路的全面升级改造从2018

年发力，三年时间计划投资45亿元，新

建、提升农村公路6782公里。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进

一步深化对建设农村公路重要意义的认

识,既要把农村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

运营好。

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乡村公路

综合指标原本在全省顶尖位置上的焦作

市，结合基层党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率先出发，经过两年的努力，全市的“四好

农村路”里程已经超过了4000公里。

建得好、管得好、护得好、运营得好，

焦作的农村路，真好！

只要有路，就可以开车一直
前行，焦作的农村路基本都是“环
形活路”

59岁的原平均是“天路”金云路海拔

最高点金岭坡村村民，金岭坡村隶属修武

县西村乡。

“说来我们是西村乡的，其实我们赶

集买东西都去七贤镇，近！”原平均说，这

条路修好前，他赶集都是骑摩托车走山涧

的碎石路，路窄、坡陡、弯急、绕圈，天黑要

是还不能到家，老婆都该站在山上喊了，

怕出事。

“现在不一样了，路修好后，妇女们都

能骑个电三轮单独去七贤镇赶集卖山楂、

核桃了！”金岭坡上那座历史上用石块砌起

来的小学学校现在变成了一处民宿，还起

了个颇有“诗和远方”韵味的名字叫“云上

院子”，原平均现在是“云上院子”里的花

工，拔草、浇花、修篱笆，一天工资130元。

金岭坡村有30户村民，原来搬出大

山的村民现在已经有几户搬回了村里。

刘新成说，焦作北部山区面积大、居

住分散，除了极个别的单门独户外，凡是

有五户以上的居民点，都已经修通了乡村

公路，并且这些乡村公路在设计的时候就

强调了一个“环”字，只要有路，汽车就可

以一直向前开，所有的路都是相连的。

修武县有金云路、东虎路、青云大道、

云台大道；沁阳市有尚伏路、沁紫线；孟州

市有王园线、龙石线、获孟线；博爱县有月

寨路；武陟县除了王园线还有朱东路、五

老路；温县有王廷大街、南渠线、新洛路，

等等，尽管这些乡村路名字各异，核心内

容就一个字：好！

从南到北，从南太行的山区旅游景观

路，到丘陵山地的田园过岭路；从平原地

区的现代农业路，到黄河滩区的黄河风光

路，焦作市“修一条路、造一片景、活一方

经济、富一方百姓”的乡村公路建设理念，

已经在全域4000多平方公里的古怀州大

地上生根开花。

打个电话，沁紫路上的远程
控制智慧限高杆缓缓升起，一辆
拉散装水泥的罐车就能通行了

站在沁紫路西段的限高架下，沁阳市

农村公路管理所的马进忠拨通了沁阳市

智 慧 交 通 网 络 的 热 线 电 话

0391-5612382。

“你好，这里是沁阳智慧交通服务中

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我是马进忠，有一辆拉水泥的罐车

要通过咱们沁紫限高架，麻烦你把限高杆

升一下吧！”

“哦，马主任啊！好的，我已经在监控

里看到水泥罐车了，符合要求，马上升杆

放行！”

马进忠介绍说，投资装这套先进的远

程控制智能升降限高系统主要就是为了

加强对沁阳市农村路的日常管理：“农村

路修好了，必须管好；放弃了管理，前面

修，后面坏，是对财政资源的浪费，老百姓

也会戳我们的脊梁骨！”

焦作市农村路的管理从新建和提升

开始就得以体现了。

焦作市交通局副局长李英豪说，焦作

市委、市政府对“四好农村路”建设非常重

视，具体的细节相关部门都制定了标准，

譬如路和宅怎么分家、路和田怎么分家，

造林绿化有技术标准，过村路段怎么整治

等，甚至把标准细化到了路肩、排水沟、游

园、公交驿站、路边花池等的建设，即便是

当地乡镇或者村组来实施的细节，交通部

门也要跟进规划、设计。

沁阳市沁北小学有近400名在校生，

校门前就是沁紫路，这条路提升的时候给

孩子们用红色沥青铺设了1600米的人行

步道，西沁阳村党支部书记孟祥联说，全校

的师生和学生家长都很在意这条生命安全

通道，大家都是这条通道的管理志愿者。

农村路提升后，沁阳市怀庆办事处阳

华村村民苏海霞家门前的废弃地建成了

一个小游园，尽管也有专人管理，但看到

游园里的花草有点蔫了，苏海霞就会赶紧

从家里提水浇灌。

在焦作，沿线群众自觉参与“四好农

村路”管理的氛围已经形成。

不单单是保证路面整洁，还
要把公交驿站里的凳子、汽车充
电桩擦拭得干干净净

孟州市化工镇横山村是20年前从小

浪底整建制搬迁过来的移民村。

今年夏天，58岁的横山村村民李建

涛有了一份新的工作，当上了“四好农村

路”王园线过村路段的养护工。尽管这是

一个每月有800元收益的公益岗位，作为

手部有残疾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对这份

工作很满意。

“清清杂草、捡捡垃圾，活不算多也不

算重，我管的这一段上午走一趟、下午走

一趟，啥问题都不能出，管理光达标不中，

得是整条路的先进才行！”李建涛管理的

这一段有个公交驿站，驿站里的凳子、汽

车充电桩他都擦拭得很干净。

11月6日至7日，2019年全国推动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四川

召开，焦作市在这次现场会上作了典型

发言，孟州市也升格为全国“四好农村

路”示范县。

孟州市有900多公里农村路，全市像

李建涛这样的农村路养护工有400人。

孟州市农村公路管理所乔绍文说，养

护不单单涉及路域环境，从长远来看，路

域环境的改善提升，直接关乎人居环境，

直接影响县域经济发展；路域环境既能带

动实体产业发展，又是脱贫攻坚的抓手，

更是旅游人流的直接引领。

孟州市槐树乡源沟村位置偏僻沟壑

多，农村路域环境提升后，流转山地的人来

了，骑行的驴友来了，摘果子的人来了；散

养的鸡卖上了好价钱，开发的民宿有人住

了，沟里的吊桥成网红桥了，路边晒玉米的

老大娘都成了摄影者镜头里最美的人。

李英豪介绍说，农村公路管养不是个

小问题，焦作市目前正在推行“路长制”和

农村公路管养设星定级活动，已经建立了

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的

养护队伍，实行了县道县管、乡道乡管、村

道村管的综合管养机制，确保农村公路养

护常态化。

纵横的农村公路是伸向乡村
的藤，藤上要开花、会结瓜

马进忠放行的那辆水泥罐车是往沁

紫路范村地界送散装水泥的，那里正在建

一座标准化厂房。

谁也没有想到，沁阳市紫凌镇居然是

全球最大的头饰皮筋生产基地，全国

80%的头饰皮筋都是在这里生产的，这里

居然还有个“皮筋文化博物馆”。

“原来皮筋生产是很分散的，沁紫路

提升以后，结合产业升级，市里临路规划

了一个产业园区，不久一个‘皮筋头饰旅

游小镇’就要在这里诞生了！”马进忠说。

修武县云台山镇岸上村53岁的徐四

新现在已经不是“村民”而是“老板”了，他

说，岸上村248户几乎没人种地了，家家

开宾馆、商店，一年收入十万八万那都算

少的了。

岸上村党支部书记郭军平说，村里没

有贫困户。

孟州市会昌办事处寺沟村村民郭永

孝在大棚里种了四亩“阳光玫瑰”葡萄：

“一个月前都卖光了，前几年葡萄熟了我

要去郑州批发市场找客户，人家还嫌弃这

黄河滩里的泥巴路不好走，现在这柏油路

一修，葡萄不熟要货的就盯着，还要我开

手机视频他要亲眼看。”

在焦作的农村公路上，参差不齐的原

石变身为错落有致的彩色路缘石；一辆很

有年代感的加重自行车成了3D墙体画的

一部分；一艘废弃的挖沙船被改造成了

“南湖红船”放在了路边党建主题的游园

里；不经意间，盛开的波斯菊花海就闯进

了视野；极目远眺，正好看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标牌！

由线成网、由窄变宽、由通向好的焦

作市“四好农村路”，遏制了“城进村退”，

正在绘制“城兴村荣”的乡村振兴蓝图。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柴明
清）12月2日，省林业局召开党组扩

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十届十次

全会精神，谋划全省林业系统落实举

措。省林业局主要负责人秦群立主

持会议并讲话。省林业局机关各处

室、局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的意义重

大。全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对全省经济发展高质量、推进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进行再

动员、再部署，谋划了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征程，擘画了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河南答卷。”

秦群立说，这次全会突出强调持续推

动发展高质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担当作为，深入挖掘

黄河文明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发挥

河南在黄河流域的独特优势，正确处

理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坚

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大力推进国

土绿化提速行动，着力构建“一核一区

三屏四带多廊道”生态屏障，铁心铁面

铁腕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

面加强沿黄生态保护，建设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河南。

秦群立强调，全会对森林河南建

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

全省林业系统干部职工要充分领会把

握全会的丰富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

来，按照省委全会要求，结合全省林业

工作实际，不断强化林业生态资源培

育与保护，强化责任担当，采取有力措

施，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努力为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林业局
全面加强沿黄生态保护
全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娇）

12月3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

共339公里的省内4条高速公路已建成

完工，具备通车条件。

因全国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全国高速公路将于2019年12月31日

24时实现全国联网，届时，这4条高速

将一并入网，实现通车。加上已于今年

8月26日建成通车的长济高速长垣段，

今年全省通车高速公路项目5个共367

公里，是近四年来我省当年建成通车里

程最多的一年。我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

程将达到6967公里，继续保持在全国第

一方阵。今年通车的这5条高速公路，

进一步打通了我省与山东、山西的重要

省际通道，完善了我省公路网结构，使群

众出行更便捷、省际交流更便利，为区域

协同发展和“三山一滩”群众脱贫致富提

供了极大的助力。

商南高速周口至南阳段全长195.5

公里，是目前我省里程最长、单体投资最

大、经过地市最多的高速公路，依次连接

周口、驻马店、平顶山和南阳市；淮信高

速息县至邢集段全长98.5公里，连接信

阳和驻马店市，横贯大别山区，连接皖江

经济带和中原经济区两个国家级主体功

能区；济洛高速济源至豫晋省界段全长

19.7公里，是我省在建项目中地质条件

最复杂、建设难度最大的工程之一；台辉

高速台前至范县段全长25公里，是联系

我省和山东省的重要通道，结束了台前

县不通高速的历史。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巫鹏）

12月 2日，记者从宝丰县委宣传部获

悉，2019年新时代乡村阅读盛典11月

30日在四川成都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

20位“乡村阅读榜样”人物受到表彰，宝

丰县赵庄镇闵庄村村民娄延召成为我

省唯一入选者并现场接受颁奖。

据了解，为激发农民阅读热情，推

进乡村文化振兴，今年7月，由中央宣传

部印刷发行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

业促进司联合指导，农民日报社主办的

2019年“发现乡村阅读榜样”活动启

动。活动启动以来，全国各地农民群众

积极参与，一批热爱阅读、热心公益、引

领乡风文明的农村阅读榜样涌现出来。

最终，经专家评审，20位书香人物脱颖

而出。

今年55岁的娄延召现任宝丰县文

化市场协会会长、宝丰县24小时公益图

书馆馆长、宝丰县读书协会常务副秘书

长，多年来，积极参与、倡导、推动全民阅

读。娄延召投资创办的宝丰县“24小时

公益图书馆”在近6年的时间里，共接待

读者8万余人次，注册读者8600余人，

免费借阅各类图书20万余册，为社会各

界及贫困学生捐赠130余万元。

修武县“四好农村路”融入美学理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岳静摄

12月3日，在温县人民法院，学

生在法官樊世凯指导下使用法槌。

在12月4日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

临之际，温县第三实验小学组织学生

走进法院，参观法庭，学习宪法知识，

模拟法庭审理，让学生们从小树立法

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和自我保护能

力。徐宏星摄

我省又建成四条高速公路
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6967公里

宝丰农民娄延召
获评全国“乡村阅读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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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宋朝 冯佳志通讯员董洁

小学生体验
“大法官”

农村版

今日导读

把群众“烦心事”
变成“顺心事” ▶2版

想参加职业技能
培训的注意了 ▶3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3日在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

尔会谈。

习近平欢迎布克尔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习近平指出，中萨建立和发展外交关

系，是两国交往史上的大事，开启了双方合作

大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

利益。建交一年来，双方各领域交流日益密

切，经贸合作持续拓展，相互了解不断加深。

总统先生作出维护和发展中萨关系的正确决

定，展现出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

你表示，中萨关系“大有可为、前景光明”，我

对此表示赞同。中方愿同萨方一道，在相互

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增进互信，扩大

交往，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

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基础设施、农业、

质检、能源、水利、科技等领域合作，打造民生

亮点，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愿向萨方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欢迎萨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把两国互补优势转化为合作成果。中国愿积

极扩大从萨方进口食糖、咖啡等更多优质特色

产品。双方要开展政府、立法机关、政党、地

方、工商、青年、智库、媒体等各界交往。

习近平同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会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