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12月18日，

许昌市建安区举行“宜居之城”建设推

介大会。来自省内外的100多家房地产

企业、200多位专业人士参加会议。其

中，仅全国百强企业就达50多家。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魅力许昌·宜居

之城之多彩建安，由许昌市建安区人民

政府主办，许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

安区分局承办。会上，由河南大正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倡议成立地产联盟，许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安区分局进

行了七大片区开发和重点地块建设推

介、进行了五个重点项目签约，召开文

旅产业闭门论坛会、房企深度恳谈会等

活动。

会议现场，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政府

分别与恒大地产郑州有限公司签订了

北海片区开发框架协议、新城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新城·吾悦广场建

设框架协议、杭州金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了金成·天和农业健康小镇项目

框架协议、许昌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许昌市双创宜居示范园区及

建安区区域综合开发框架协议、河南瑞

贝卡集团公司签订了瑞贝卡·秋湖湿地

开发框架协议。

许昌市建安区

举行“宜居之城”建设推介大会

12月 18日，濮阳县王称堌镇

第一中心幼儿园部分贫困留守儿童

收到了爱心人士送来的新衣服。当

日，濮阳县妇联联合巾帼爱心社和

爱心企业来到王称堌镇开展“衣暖

童心、让爱随行”关爱贫困留守儿童

活动，为该镇三所农村幼儿园的贫

困留守儿童捐赠价值3万余元的

260套新衣服，让孩子们感受到了

社会大家庭的关爱和温暖。本报记

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辉摄

爱心新衣

暖童心

俗话说:有恒业方有恒心，有乐业

方能安心。做好稳就业工作，是实现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民生改善和社会

大局稳定的重要保障。面对新时代新

要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系统认真履

行社会责任，勇挑服务地方、回报社会

的重任，聚力稳岗就业，主动融入乡村

振兴战略，主动融入脱贫攻坚大局，以

提质增效、烟农增收为落脚点，及时落

实好育苗和烘烤设施投入补贴、产前

扶持、烟叶税收返还、种植保险等惠农

政策，推动烟叶生产与地方经济融合

发展，有效带动了烟区农民就业、保证

了地方财政收入。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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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记者从驻马店市司法局

获悉，在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

布的《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8》中，

驻马店市2018年度“依法全面履行政府

职能情况”总体评估结果位居全国第七。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报告中，驻马店的

社会公众满意度位居全国第三，指数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8.17%。

作为传统农业大市、人口大市，驻马

店在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展、朝着全国

一流地级市目标迈进的道路上，走出了怎

样的法治政府建设创新之路？

下好法治政府建设“先手棋”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

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

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

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在驻马店市市长朱

是西看来，法治政府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实

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必由之路。

率先在全省实现不动产登记“一窗受

理”，率先在全省完成全面推行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深入推进“无证明城市”创

建，“一网通办率”达100%……法治政府

建设的不断深入，让行政审批结束“长途

旅行”，让企业群众“暖心”得实惠，让驻马

店各项工作都驶入“快车道”。

同时，驻马店成立了深化“放管服”改

革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领导小组，下设精

简行政审批组、优化营商环境组、激励创

业创新组、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组、改善社

会服务组5个专题组，一网通办组、只进

一扇门组、最多跑一次组3个功能组，以

及综合组、法治组、督查组、专家组4个保

障组，统筹协调政府涉法涉政职能部门，

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

系。

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生态优美、宜居

宜业环境体系的构建，让驻马店这座新兴

的工业城市魅力彰显，成为国内外众多客

商创新发展的绝佳沃土。近年来，香港华

润、瑞士雀巢、台湾徐福记、中国国电等一

批知名企业纷纷抢滩登陆驻马店，投资兴

业、创新创造，并形成了连续追加投资的

“二期”“三期”效应。

目前，驻马店产业集聚区、服务业“两

区”、物流园区三大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快

速推进，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120平方公

里，入驻规模以上企业1200多家；服务业

“两区”建成面积15.8平方公里，入驻企业

250多家。去年，全国首个集国际农产品

精深加工基地、国际高端食品制造基地、

国际食品机械装备制造基地、国际农产品

科技研发基地、▶下转第二版

“村民们注意了！现在播报一条好

消息：今天，中牟县林业技术推广站专

家到咱村梨园现场讲解冬季管理技

术！”12月18日一大早，中牟县刁家乡

马家村连续广播这条“村头新闻”。

如今，随着水果在市场上需求越来

越大，种植果树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中

牟县当地的种植户纷纷尝试着栽植果

树，但缺乏管理技术。为解决群众的技

术难题，中牟县林业技术推广站结合第

二批主题教育自选动作，抓住冬季群众

“猫冬”这一特点，组织林业科研、技术推

广等专家和技术骨干组成党员科技下乡

服务队，疏通群众果树管理上技术堵点。

“果树该咋修剪？咋过冬？防冻有

啥妙招吗？……”村里种植户聚在一

起，开始集中发问。

“果树经过一年生长，枝条紊乱，通

过疏剪、短截、轻剪，形成大枝亮堂堂、

小枝闹嚷嚷，克服梨树大小年结果现

象。”在现场，林业技术专家李志全一边

做修剪示范动作，一边风趣地讲解技术

要领。

党员科技下乡服务队让群众先“点

菜”再“掌勺”，实行现场示范加理论指

导模式，开展技术示范、技术咨询、技术

指导、技术培训和科技帮扶，手教面授

果树管理技术，使村民真正了解了果树

栽培管护的技术，也看到了产业发展前

景，解除了他们的困惑，增强了管护好

果树种植基地的信心。

“专家这手把手地讲解，彻底消除

了俺种植中的困惑。”种植户李二妞说。

专家实地传技术，群众“现学现

卖”，吃饱吃好技术“大餐”。中牟林业

部门对栽植面积大的村庄开通技术直

通车，组织技术人员实行一对一技术帮

扶；精心遴选最新科技成果和实用技

术，编印果树林业实用技术手册，在农

村集市“摆摊设点”，免费发放，让果树

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树。

专家“传经送宝”果农乐享“大餐”

□本报记者杨青

现场短新闻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闫增
旗）斑驳的木犁、破旧的油灯、泛黄的粮

票……在平顶山市石龙区龙兴街道泉

上村的村史馆内，一件件富有乡村特色

和泥土气息的物件勾起了人们的回

忆。“这些物件是几十年前的东西，看着

它们，就能想起以前的生活。”12月17

日，该村村民刘娟边参观边感慨。

今年，泉上村投资4万元，打造村史

馆，让村民记住“乡愁”，保持文化传

承。村史馆依托该村村民张玉红家的

老宅院建设而成，占地100多平方米,分

为“农耕用具”“生活起居”“一抹乡愁”

三大主题展区，通过文字、实物、文物等

方式，生动展示了泉上村的沧桑历史、

建设成果等。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大东介绍，将

来村史馆还要扩建，在建馆期间，除了争

取街道奖补,还有村民自筹和协助，里面

展示的老物件都是村民无偿捐赠的。

近年来，石龙区龙兴街道在建设美

丽乡村、文明小康村的过程中，注重挖

掘文化元素，培育乡村文明，通过建立

村史馆、展览馆等方式，进一步传承优

秀村风、家风，倡导乡风文明，让乡愁文

化得以延续。

平顶山市石龙区龙兴街道

山村建起村史馆 见证时代大变迁

省烟草专卖系统聚力稳岗就业促增收

“金叶”闪耀绘就民生底色
□本报记者孙雅琳

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行政决策不“拍脑袋”

驻马店 法治政府建设铸就出彩天中
□本报记者杨晓东黄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周由通讯员黄彭

冬日的烟区，深耕翻晒后的成片烟田

平整开阔，正为来年的烟叶丰收积蓄着能

量。在许昌市、禹州市、襄城县、宝丰县、

郏县，无论是在田间地头、烟炕旁边，还是

在大街小巷的零售商超，无论是种烟大

户，还是零售商户，都因为与烟草行业“结

缘”，通过种植烟叶、经营卷烟捧起了“金

饭碗”，家庭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种

烟大户和零售商户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

一个个通过双手勤劳致富的动人故事。

种烟叶改变了我的人生

“十二年前，没有技术和文凭，在这个

地方打工都找不到好的工作，我只能回到

家乡去另谋生路。通过这些年的摸爬滚

打，我终于找到了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

——种烟叶改变了我的人生！”11月月

底，殷阳阳去了一趟曾经打工的浙江省台

州市，回来后发了一条朋友圈。

刚过而立之年的殷阳阳，是禹州市张

得镇大周村远近闻名的职业烟农，也是禹州

市鼎懿烟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19

年，他种了515亩烟，收入将近70万元。

殷阳阳与烟叶结缘，是在2012年。

13岁就辍学的他，在北上广深都打过工，

因为年龄小没技术，殷阳阳养活自己都很

困难。2008年，他回到村里，在家里开的

小卖铺招呼着小买卖，但想要改变家人生

活的“小火苗”一直在心头跳跃。

2012年，殷阳阳父亲和其他人合伙

租的128亩地即将到期，看着父亲包了三

年地没有赚到啥钱，殷阳阳想接着试试。

当他说出这个想法时，“我爸把我打了一

顿！”12月4日，殷阳阳对记者说。挨了打

也没有放弃，他拿着妻子的2.5万元嫁妆

钱，东拼西凑加上积蓄，从几十亩起步，逐

年扩大规模，如今已成立了千余亩的种植

合作社。几年来，在禹州烟草分公司和杜

庄烟站的帮助下，殷阳阳学中干、干中学，

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通过种烟叶改

变了家人生活，也带动了周围不少人在合

作社务工赚到了钱。殷阳阳说：“今年，合

作社成了市烟草局的烟叶生产组织方式

改革试点，我去台州，是想把还在那里漂

泊的小伙伴们叫回来共同发展。”

种烟叶提升了我的生活质量

宝丰县闹店镇的杨国灿和杨国伟是

一对亲兄弟，哥哥杨国灿今年58岁，弟弟

杨国伟小他7岁。哥俩都是种烟叶多年

的“老把式”，但是各有各的“致富经”。

“今年全县才收了不到5000公斤‘上

六片’，光我就卖了2100公斤！”12月5

日，在家里“猫冬”的杨国灿拍着大腿说，

“种烟叶是个拼硬功夫的活儿，种得好才

能卖得好，地里不能长草，烤烟时要找好

的烘烤师。”2018年，他种了110亩烟叶，

亩均收入不到5000元，亩均投入3500

元。今年种了107亩，亩均收入6000元，

亩均投入3300元。相比之下，种植面积

相差不大，纯收入却增加了不少。老杨

说，这得益于今年烟草部门推广的机械化

种植和专业化分级模式，既省工又省时，

他家1.8万公斤的烟叶拉到烟站，一次性

交售完毕，光装卸工钱就省了3000元。

杨国伟今年种了269亩烟叶，卖了

134.5万元。他还是亨瑞烟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有30座烤房、4座

四连体育苗大棚、11间400平方米的仓

库，组建有专业化的服务队，不光自己用，

还供应全镇3000多亩烟田的烟苗。“去

年，光育苗一项收入5万多，育苗结束后

大棚里种南瓜，又卖了1万多！”杨国伟

说。

通过种烟叶，杨家兄弟俩先后在县城

的建业小区买了新房，每家都有两辆车。

杨国灿笑着说，“种烟不仅养活了我一大

家子，还让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一大截！”

把党员示范店的牌子擦得更亮

正如种植烟叶是稳定就业的一个重

要渠道，还有很多零售商户，靠经营卷烟

有了稳定的家庭收入和长期的就业岗位。

在许昌市建设路护城河畔，有一家名

叫“恒大”的烟酒店，许多出租车司机和环

卫工人提起该店都竖起了大拇指。

这家烟酒店有点与众不同，一进门的

地方，摆放着书报架、免费茶水和几把爱

心雨伞。这家店的老板娘名叫孙丽，她去

年又专门添置了一套桌椅，旁边墙上装有

充电插座，贴着wifi密码。

“我是2004年入的党，当时在许昌市

粮所上班，第二年企业效益不好，我就下

岗了。”快人快语的孙丽，笑着说起自己的

“伤心事”。没了铁饭碗，她就开了个小超

市，2009年又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店

里除了干净整洁，货架上方的党徽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亮明了党员

零售终端示范店的身份。

党员零售终端示范店是一块金字招

牌。孙丽笑着说道：“平时路过的、进店买

东西的，谁缺个啥，或者需要帮忙，只要我

能办到的，我都给解决。时间长了，店里

回头客也多了，人家都是冲着咱这党员示

范店的牌子来的。”

靠着把这家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孙丽

在许昌市区买了两套房子和一辆轿车，她

说：“党员就要发挥模范先锋作用，我要把

咱党员示范店的牌子擦得更亮！”

本报讯（记者田宜龙李宗宽黄红
立）筑梦新时代，起航新征程。作为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打造新型主流媒体要

求和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12月18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洛阳

分社揭牌暨战略合作签字仪式在洛阳

举行。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出席

揭牌仪式。

为深化新闻改革、推动媒体融合发

展，更好服务地方发展，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根据媒体融合、阵地建设、业务发展、

党建工作等需要，在省委宣传部的大力

支持下，启动了洛阳分社更名建设工作。

据悉，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以洛阳

分社建设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媒体转型

发展、深度融合，打造“四全”媒体，加快

建设现代传播体系，不断巩固提升省委

机关报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洛阳分社将充分发挥聚合报业集

团全媒体资源优势，聚焦建设洛阳都市

圈、打造引领全省发展“新引擎”，做好

深耕地方、服务基层大文章，着力推动

洛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仪式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与洛阳

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主题

宣传、媒体融合、活动策划、人才培养和

智库服务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深度合

作。河南日报客户端洛阳频道同日开

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春走基

层”全媒体洛阳采访活动同时启动。

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出席仪式。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洛阳分社揭牌成立

据新华社澳门12月18日电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下

午乘专机抵达澳门，出席将于20日举行的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

习近平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取得

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和中央政

府也都感自豪。澳门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取得的经验和具有的特色值得总结，澳门

未来发展美好蓝图需要我们共同描绘。希望

在接下来的行程里同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就共

同关心的问题多交流。

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
澳门进行视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