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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新生活就跟
做梦一样”

这些天，每天早起，封丘县李
庄镇南曹村 60 多岁的农民刘志银
最爱干的事儿，就是围着新村转上
一圈。

看着通上水、电、有线电视、天
然气的新家，看着卫生所、商业街、
幼儿园齐备的新村，刘志银说：“幸
福的新生活就跟做梦一样！”

刘志银在新区选了一套 130
平方米的住房，一个多月前就把房
子装饰一新，购置了新家具。就在
前不久，他还在老村住着砖瓦房，
下雪屋里飘雪，下雨屋里漏水。“现
在不仅住上了新房，旁边还有休闲
广场。”12 月 29 日，刘志银开心地
对记者说。

长期以来，“黄河滩区”几乎成
了“落后贫困”的代名词：农业基础
设施薄弱、公共配套服务落后、产
业结构原始单一、文化卫生长期欠
账、工业项目几乎为零，滩区发展
非常缓慢，被称为“封存了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的乡村标本”。

2014 年 ，省 委 、省 政 府 启 动
“三山一滩”扶贫开发战略。封丘
县李庄镇的张庄、姚庄、薛郭庄、贯
台、南曹 5 个村庄被列入全省首批
试点。5 个村共 2053 户 7634 人，

户数和人口分别占到了全省试点
的 43.91%和 45.66%，计划 2016 年
春节前全部搬迁。

“搬迁只是完成扶贫
任务的1/3”

“搬得出顶多只能算完成扶
贫任务的 1/3！如何让群众稳得
住、能发展、可致富，才是最终目
标。”李庄镇党委书记陈明说，该
镇针对产业扶贫、就业扶持、土地
流转和拆旧复垦等 4 个方面作了
长 远 谋 划 。 就 在 实 施 搬 迁 的 同
时，该镇已在李庄新区先行建设
了 两 栋 8000 平 方 米 的 标 准 化 厂
房，已签约电子、服装加工、汽车
后市场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4 家，可
解决近 1000 人的就业问题；同时
在新区设置公益性岗位和社区管
理岗位，可安排就业 100 余人；距
安置区 3 公里处的封丘县环卫起
重产业园，可安置工人 2000 余人，
完全可以解决第一批搬迁群众的
就业问题。

陈明说，李庄镇还计划建立
“县乡村+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企业
（基地）+社区公益性服务岗位+爱
心救助”的扶贫工作体系和贫困家
庭数字化动态管理体系，让滩区群
众在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收入
的同时，还可以从事第三产业或者
进入环卫起重产业园区、农业创业
园就业，加快脱贫步伐。

树莓成为滩区群众
的“摇钱树”

同样地处封丘县东南部黄河
滩区的留光镇，全镇 28 个行政村
中有 1/3 属扶贫开发重点村，贫困
人口 7592 人，贫困户 1893 户。

“种过大蒜种过葱，也种过金
银花和杏，但是最后通过总结经验
和分析数据，我们瞄准了树莓项
目。”留光镇党委书记景胜海对记
者说，树莓栽培种植简单、产量稳
定，又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
效益和市场潜力都十分可观，老百
姓易上手，能赚钱。

该镇通过“支部+合作社+公
司+农户”模式，发挥津思味、生命
果两大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成立
特色树莓种植合作社 10 个，种植
面积 1 万余亩，实现连片种植面积
全国最大。另有桑葚、黄梨、核桃、
紫薯、莲藕等经济作物 1400 余亩，
直 接 带 动 贫 困 人 口 就 业 5000 余
人，人均年增收 6000 元，实现了从

“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扶贫”。

“充分尊重民意，确保
群众真做主”

滩区村庄整体搬迁是一项浩
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面之广、
动迁人数之多、工程量之大、困难
之艰巨对于封丘这个贫困县来说
可谓前所未遇。

怎样把好事办好、好事办实？
封丘县委严格执行基层“四项基础
制度”，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按照“建
设、宣传、扶贫、就业、拆迁、产业”
六位一体统筹推进，把扶贫开发与

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推进
村级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提
高村级运转保障和公共服务能力，
增强村党支部凝聚力、战斗力，破
解农民脱贫无载体的瓶颈。

“充分尊重民意，确保群众真
做主”是封丘扶贫模式的核心。李
庄镇探索“联户”制度：每户选出一
个户代表，每 10 个户代表署名选
出一名“十联户”代表，每 10 个“十
联户”代表选出一个“百联户”代
表，再由以上代表选出村迁建理事
会。 5 个试点村共选举了 160 名

“十联户”代表、16 名“百联户”代
表、5 个迁建理事会。

迁建理事会的权力有多大？
大到新区的选址认定、户型选择、
迁建人口认定标准、旧宅丈量方案
等，小到用什么门窗、用什么卫浴、
用什么灯管、用什么合页……都由
群众说了算，一切权力归理事会。
群众全程参与、管理、监督迁建工
作，真正实现了群众当家、群众做
主、群众自愿。

“封丘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实，
对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起到了很大
的促进作用。”新乡市委书记舒庆
说。③12

本报讯 （记者任国战 通讯员
胡 昊）12 月 30 日，安阳市大数据云
计算指挥中心正式开通运行。据介
绍，该指挥中心为目前全国地市级
中规模最大、安全级别最高、运算速
度最快的云计算中心。

开通现场，安阳市便民中心、市
公安局、市气象局、市环保局、华润
燃气等 10 家单位启动信号接入系
统，随即监控大屏幕上清晰显示出
信号接入单位的实时信号画面。

据介绍，该指挥中心具有指挥
调度、电子政务网络管理、视频会
议三大功能，可以对城市监控、环
境监测、防汛水文等进行动态、直
观、实时监控，通过调度故障现场

的视频，及时清晰判断险情，更好
地预防和应对自然、事故灾害，公
共卫生以及社会安全等事件；对政
府政务内外网平台、行政便民中心
办公平台及各部门专网等进行统
一出口、集中管理，构建面对政府、
企业和群众的“一站式”网络化政
务服务体系。

安阳市大数据云计算指挥中心
设在安阳市市民之家，分设大屏显
示区、会议区和 50 个席位的联动成
员区，同时实现 96 路音视频监控信
号接入显示。拥有 140 台高性能服
务器、14P 数据存储空间，每秒计算
能力达 80 万亿次，可满足等级保护
三级安全要求。③7

本报讯 （记者张海涛）12 月
30 日，记者从省南水北调办获悉，
随着近日汤阴县第一水厂正式通
水，丹江水所覆盖省辖市已增至
10 个。

按照工程规划，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向全省 11 个省辖市及 2 个直

管县（市）供水。汤阴县用上丹江
水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全省供
水目标已涵盖南阳、漯河、平顶山、
许昌、郑州、焦作、新乡、鹤壁、濮
阳 、安 阳 10 个 省 辖 市 及 直 管 县

（市）邓州市，目前仅剩周口市及滑
县尚未连通丹江水。③6

“油盐酱醋在村里，日常用品
赶大集，大件商品跑县里。”这句话
形象描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生活。
然而，在濮阳县的农村小店里，只有
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
这些不起眼的小店正在成为电商的
新宠、O2O线下的“试验田”。

12 月 30 日，濮阳县清河头乡
西大韩村,乐村淘体验店内熙熙攘
攘，前来取货、代购的人络绎不
绝，田国勤一家人忙得不亦乐乎。

两个月前，身有残疾的田国勤
还只能靠卖些油盐酱醋维持生
计。自从与乐村淘合作后，村民想
买什么物品，都会到他的店里。“刚
开始，很多村民根本不懂网上‘赶
集’是啥，现在，他们更习惯在代购

后问一句：‘啥时候拿货？’”田国勤
说。

作为典型的农业大县，濮阳
县抢抓“互联网+”机遇，着力培
育电子商务、互联网等新兴业态，
营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该
县出台了电子商务进农村的工作
方案和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保障
措施，以县级运营机构为中心，打
造 680 余家服务站点和一个中转
物流体系，形成了一张纵横相连
的三级电商服务网，方便“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进城”。

河南力能电商产业园是濮阳
县投资 2 亿多元打造的农村电子
商务园区，记者在这里看到，中
铁、德邦、中通等快递公司门前人
来车往，满载包裹的大小车辆川
流不息。“目前，我们日均货物周
转量达 1100 余车次。”园区负责

人告诉记者，园区内还设有专门
的冷藏库和电商运营中心，许多
商品都中转于此，再统一运送到
各村级服务站点，打通了农村电
子商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这个园区，不仅拥有庞大
的物流资源，还入驻了京东、乐村
淘、供销网、云农场、云书网等百
余家知名电商。今年 9 月底，乐
村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日均 7
家网点的速度在濮阳县迅猛发
展；新华书店打造的云书网上线
产品已逾 2000 种，在提供日常生
活必需品的同时，着力突出濮阳
县地方特色。

“从明年起连续三年，县里每
年将列支 1500 万元用于发展电
子商务产业，届时，会有更多的电
商企业陆续登场。”濮阳县商务局
局长刘树月信心满满地说。③12

本报讯 （记者杨 凌 通讯员
张 燕）12 月 30 日，记者从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获悉，我省最大
的环卫单体项目——航空港实验区
环卫管养中心近日开工建设。

据了解，这一项目包括南区和
北区两个管养中心，项目总投资达
1.6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2.5 万平方
米，垃圾压缩转运日处理能力 1000
吨。其中，南区环卫管养中心项目
包含了垃圾二次转运站和环卫之
家，总投资额约 1.2 亿元，设计日处

理垃圾能力 800 吨。
航空港实验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说，此次启动建设的南区环卫管养中
心的垃圾二次转运站即采用“称重计
量系统”、“除尘除臭系统”等先进工
艺，依托“中央集中控制系统”，实时监
控车辆和储存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实现最优化调度，提高垃圾运
送效率，降低运送成本。建成后，南区
垃圾二次转运站将成为在全省技术最
先进、单体最大、配置最全、日处置垃
圾量最高的垃圾压缩转运站。③12

本报讯 （记者杨 凌）12 月 29
日，记者从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获悉，今年以来，航空港实验区
已竣工验收道路 58 条（段），新增市
政道路通车里程 103 公里。至此，
全区道路总通车里程已达 248 公
里，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新增通车
里程 100 公里，实验区内总通车里
程 240 公里”的目标。

据悉，目前南水北调干渠以西
区域所有在建道路基本已通过竣工
验收。新港大道、雁鸣路、航兴路、
郑港十一路等重点工程均实现如期
通车。此批道路的通车标志着该区
域城市主干路、快速路全部建成，都

市区基本框架构建完成，实验区城
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除已通车道路外，目前，该区仍
有在建市政道路项目 59 个，总里程
为 180 公里。其中河东区域“三纵
三横”道路工程整体推进较快，梅河
东路、航兴路、商登高速雁鸣路出入
口配套道路，特别是配合河南进口
肉类口岸的龙中北四路、配合空管
小区项目的海枣路已实现主车道通
车。在市政道路建设全面通车的基
础上，水、电、气、暖、通基础配套设
施也同步基本完工，为项目落地和
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提供了有力保
障。③12

本报讯 （记者董 娉 通讯员
曹 楷）12 月 30 日，河南机场集团传
来好消息：今年，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1700 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首次突破 40 万吨，成国
内第四大货运机场。

据了解，今年以来，在客运方
面，郑州机场新开泰国廊曼、甲米、
阿克苏、喀什、长白山等航线。

在货运方面，机场分别与俄罗
斯空桥、卢森堡货航、全日空货航等
17 家货运航空公司和货运代理企
业签署了货运合作协议；加大新货
运航线的开辟力度，促成卢货航开
通郑州至芝加哥、卢森堡意大利货
航开通郑州至米兰、日本全日空货

航开通郑州至东京等航线。
此外，河南机场集团还强力推

进机场口岸建设，实现了北、上、广、
深等全国 13个互换局出口至俄罗斯
的国际邮件总包调运至郑州出境。

据统计，目前在郑州机场运营
的客运航空公司 32家，通航城市 81
个；货运航空公司 18家，通航城市 36
个，开通货运航线 34条，其中国际地
区货运航线 30条。郑州机场的航线
网络通达性进一步增强，已成为国内
除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机
场之外的第四大货运机场；在全球前
20 位货运枢纽机场中，开通 12 个航
点，基本形成覆盖欧美和东南亚主要
货运枢纽的航线网络。③6

本报讯 （记者李 林）阿里云、
百度、腾讯……一大拨“高大上”互
联网企业正悄然在郑东新区白沙组
团集聚。12 月 30 日上午，总投资
260 亿元的白沙大数据产业园和河
南投资集团总部入区项目正式落户
郑州郑东新区。大数据产业园区建
成后，将吸引数千家与大数据、云计
算相关的“互联网+”企业入驻，在
此形成完整的大数据开发和应用产
业链条，成为“全国领先、中部一流”
的大数据产业基地。

据介绍，白沙大数据产业园项
目总规划占地面积约 2000 亩，南至
白沙组团永盛西路、北至豫兴大道、
东至前程路、西至锦绣路，总建筑面
积约 300 万平方米，建设周期 2 至 5

年。为促进整体合作的顺利进行，
河南投资集团总部及所属企业将迁
入白沙组团。另外，利用与阿里巴
巴集团的战略合作关系，河南投资
集团将协助引入百度、腾讯等知名
互联网、云计算企业入驻，大数据产
业 园 全 部 建 成 后 将 实 现 产 值 超
2000 亿元，税收突破 60 亿元，新增
就业岗位 3 万余个。③10

本报讯 （记者董学彦 通讯
员李 新）12 月 30 日，许昌市引黄

（入长）济许调蓄工程开工。
据了解，该工程从鄢陵县鹤

鸣湖（引黄调蓄湖）取水，通过管
线将黄河水引至长葛市增福庙水
库，全长 48 公里，估算投资 7 亿

元 ，计 划 2016 年 9 月 底 前 完 工 。
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引黄河水量
2000 万立方米，进一步优化许昌
水资源空间布局，极大解决长葛
市北部地区工农业生产和环境用
水短缺问题，同时为许昌市区提
供应急水源保障。③7

郑州机场旅客吞吐量
首破17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突破 40 万吨 成为国内第四大货运机场

今年航空港新增道路超百公里

航空港环卫管养中心项目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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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郑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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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大数据云计算
指挥中心开通运行

搬得出 稳得住 能发展 可致富
——新乡着力打造滩区扶贫开发“封丘模式”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新乡市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三山一滩”扶贫攻坚战略，以太行深山区、黄河

滩区为重点，整合各类扶贫资源，凝聚各种扶贫力量，强力推进扶贫工作。地处黄

河滩区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封丘，按照“把好事办好、好事办实”的要求，精

准发力，对滩区乡村实施整体搬迁，大力发展扶贫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

精准扶贫的路子，成为新乡乃至整个黄河滩区扶贫开发的品牌。

电商进商店 网上“赶集”忙
□本报记者 王 映

本报通讯员 崔 莹 管庆义

丹江水润泽我省10个省辖市

许昌引黄济许调蓄工程开工

12 月 29 日，洛阳中信重工发布自主研发的一
款新型履带式消防机器人。在模拟救灾展示现
场，机器人完成了百米远距离行走、360 度探头侦
测、30 米高建筑物喷水等消防必备功能展示。

此款机器人可搭载气体探测、图像采集、喷水炮
等设备，代替消防员进入危险灾害事故现场进行探
测、搜救、灭火，并具有远程多向遥控、喷射流量大、射
程远等优点，可解决消防员救灾时的人身安全及数据
信息采集不足等问题。⑤3 黄政伟 摄影报道

12月 30日，工作人员在对濮三联污水余热利用项
目的余热系统进行工艺流程优化。该项目是中原油田
首个新能源利用项目，每年可减少天然气消耗400万立
方米，减排二氧化碳3340吨。⑤3 仝 江 摄

12 月 29 日，工人在位于南阳市卧龙光电产业集
聚区的河南东雷锂电公司生产车间作业。该企业一
期工程已达产，项目投资 1.5 亿元，日产锂电池 20 万
只。⑤3 崔培林 摄

12 月 29 日，施工人员正在宝丰县杨庄镇杨庄村
清代杨家大院原址对古建筑群进行修复。近年来，该
县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对杨家大院、文庙大成殿等多
处古建筑进行修缮保护。⑤3 王双正 摄

◀对 30米高建筑物模拟火点喷水。 ▲消防机器人装备有摄像头及喷水炮。

消防机器人
秀“绝活儿”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