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DAILY

第24333号
今日8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8年5月 日
星期六 戊戌年四月初五

19

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
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距开幕还有 天5

更多内容
详见0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遂旺 张龙飞

公园游园、廊道绿化、滨河绿地，满目苍翠，“颜值”
攀升……

“出门见景，推窗见绿”，已成为安阳市民生活的常态。
而这些变化都发生在一年之间，源头来自一个字：“干”。

一个“干”字，一年时间，让安阳总体绿化面积增量达
28.67万亩，相当于30个杭州西湖大小，超过前10年绿化
的总和。

绿化再难难不过修红旗渠

去年年初，安阳市响亮提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目标，
一些人底气不足，将信将疑。

作为红旗渠的故乡，能在太行之巅的悬崖峭壁上修建
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绿化再难能难过修红旗渠吗?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习近平总书记
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

安阳怎么干？——科学干！
染绿一座城，规划是基础。安阳市特邀国家林业局调

查规划设计院参与，编制出《安阳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描绘了一张“森林古都，山水安阳”的蓝图。

安阳市文峰大道中段，城市的核心商业区，有一块33
亩的黄金宝地。“在这里，干啥都能赚钱。”一位商人说。

“黄金地段建设游园，不但能给群众提供休闲锻炼的场
所，也能提升城市档次和形象。”文峰区住建局绿化站站长
吴晓东说，不能钻到钱眼里，他们招标国内知名绿化公司，
统一设计、建设、管护，兴建彰德游园。

5月 18日，记者走进彰德游园，奇石苍松夹道相迎，
160多种植物绿意盎然，林、廊、亭、道各具特色，恰似繁华
商业圈里的“桃花源”。市民或在小道上休闲漫步，或驻足
花间留影，或在广场和孩子嬉戏，怡然自得。

“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绿化工作，
科学当头，更要以‘实干’为先。”安阳市林业局局长任法香
说，回溯历史，“红旗渠精神”，正是劳动者不停歇地实干，才
成就了辉煌。我们站在新时代的起跑线上，更应该撸起袖
子打一场硬仗。

苦干实干挂图作战

京港澳高速安阳北出入口是硬仗中的“攻坚战”。
北关区廊道绿化项目工程师赵世英介绍，这里原来垃

圾成堆，覆盖面积50多亩，为旧貌换新颜，他们动用10台
挖掘机轮番作业，清理垃圾5万余立方米，从两公里外运来

“好土”覆盖，（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屈芳）河南医改进
入深水区，健康扶贫也到了攻坚的关
键时刻。5月18日，全省深化医改和
健康扶贫工作现场会在焦作举行，省
长陈润儿出席并讲话。

陈润儿强调，要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总结推广焦作等
地经验做法，深化“四医”联动改革，
完善健康扶贫保障，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
认真落实中央有关决策部署，逐步完

善“三大体系”、统筹推进“四医”改
革、创新健康扶贫模式，具有河南特
色的综合医改呈现出良好态势。当
天上午，参会人员到温县、沁阳和焦
作市区进行了实地观摩。

现场会上，陈润儿对取得成绩予
以充分肯定，同时指出，河南医改和健
康扶贫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必须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深化医
改和健康扶贫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
往的现实要求、是大力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的内在要求、是打好脱贫攻坚这

一战役的迫切要求，真正把这项民生
工程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切实抓好。

陈润儿要求，要以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为核心深化医疗改革，通过建设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进医联体建
设、推行家庭签约医生服务、提高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等，不断优化就医秩
序。要以完善全民医保体系为目标深
化医保改革，推进按病种付费为主的
复合付费方式改革。要以规范药品供
应保障为导向深化医药改革，坚决遏
制药价虚高、耗材“暗洞”。要以市县
公立医院改革为重点深化医院改革，

完善管理、运行、分配机制，让群众得
实惠、医生受激励、医院添活力。

陈润儿指出，健康扶贫是全省脱贫
攻坚“总攻战”的攻坚重点，要以防止因
病致贫返贫为目标强力推进，完善贫困
人口医疗保障，开展贫困人口疾病分类
救治，提升贫困地区医疗服务能力，推
进贫困地区疾病预防控制，做到“保在
难处、扶在实处”，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陈润儿还就工作中的统筹推进、
落实责任、鼓励创新等提出要求。

副省长戴柏华出席会议并作工作
部署。有关方面作了典型发言。②40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河南“陆上丝绸之路”不
断开枝散叶。5月 18日 9时 55分，一
列开往中亚的货运班列满载着 44节
集装箱货物，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缓缓驶出。这标志着中欧班列(郑
州)的分支线路中亚班列（郑州—塔什
干）正式开通。

由郑州国际陆港公司运营的中欧
班列(郑州)2013年 7月 18日开行，在
全国中欧班列中唯一实现多出入境口

岸（阿拉山口、二连浩特）、多线路（汉
堡、慕尼黑）高频次往返均衡对开，凭
借货运总量高、境内外集疏分布范围
广、市场化运营程度高等综合实力，持
续在国内所有开行的中欧班列中保持
领先地位，成为中欧班列的主动脉。
截至目前，中欧班列(郑州)每周去程八
班、回程八班，累计开行1219班，服务
境内外客户3000多家，已成为河南省
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河南打造“陆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推动者。

近年来，河南省与中亚国家往来
密切，在农业、矿业、经贸、物流等方面
合作日益深化，互联互通成效显著。

“中欧班列(郑州)重要分支线路——
中亚班列（郑州—塔什干）的开通，是
市场需求催生的结果。”郑州国际陆
港公司副总经理赵松潮说，随着中欧
班列(郑州)中亚线路常态运营，河南
与中亚经贸往来将进一步加强，郑州

“一带一路”核心节点城市地位更加巩
固。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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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陆上丝绸之路”再绽新枝

中欧班列(郑州)中亚线路首班开行

陈润儿在全省深化医改和健康扶贫工作现场会上强调

学习经验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健康扶贫
真抓实干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5月18日，由郑州开往中亚的货运班列满载着44节集装箱货物，从郑州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缓缓驶出，开启万里之遥的中亚之旅。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人民的家园

5月18日，是第42个国际博物
馆日。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
物馆讲解员通过AR智慧导游系统
向游客介绍开国将帅的丰功伟绩。
AR智慧导游系统的使用，为弘扬宣
传红色文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
台。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河南“陆上丝路”的“大家族”

●中欧班列
郑州至德国汉堡
郑州至德国慕尼黑

●中亚班列
洛阳至哈萨克斯坦多斯托克
新乡至哈萨克斯坦多斯托克
郑州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

“多彩田园”助力老区拔穷根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映山红烂漫，醉了大别山。花开
时节，山媚水娇的豫南信阳流光溢彩。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信阳把精
准脱贫融入产业发展，创新推进“多
彩田园”产业扶贫八种模式。截至
2017年底，全市发展“多彩田园”示范
工程 1150个，覆盖 728个贫困村，27
万贫困人口因此走上了致富奔小康
的快车道。

青山绿水“金银山”

4月 22日，首届大别山插秧节在
商城县伏山乡余子店村举行，吸引上
万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今年该县招商成立了大别明珠田

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吸引21个农民
专业合作社入股，流转土地 1000 余
亩，打造出首家田园旅游综合体。这
是信阳产业扶贫“多彩田园”示范工程
八种模式中“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
户”的具体体现。

新县丁李湾村保存有400余间明
清时期的古建筑，是国家级传统村
落。农业专业合作社出资为没有能力
的贫困户改造古民居。村民以土地和
资金入股，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和收
益。按照“美丽乡村+合作社+贫困
户”的模式，信阳先后建设326个美丽
乡村示范村，一个个美丽乡村天女散
花般地散落在大别山间，熠熠生辉。

信阳还通过举办各种旅游、文化、
经贸活动，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向
信阳聚焦，青山绿水成了淌金流银的

“金银山”。

多彩田园“聚宝盆”

近年来，潢川县在糯米粉产业上，
大打全国首个“优质糯米之乡”牌，引
导黄国粮业等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
业”等形式，发展糯稻种植30万亩，对
贫困户种植的糯稻实行价格保护，亩
均增收200元以上。

潢川县是全国农业产业化大县，
农业资源丰富，农业产业化优势明
显。他们立足脱贫攻坚这条主线，以
产业扶贫为纽带，结合潢川县农业资
源优势，狠抓“优势产业+基地+贫困
户模式”普及，推动优势产业发展，培
育各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02家，
年产糯米粉 35 万吨、甲鱼等水产品
550万公斤、年产食用菌1100万棒、养

鸭 1.2 亿只、养猪 173万头、种植花木
28.5 万亩、茶叶 11万亩，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羚锐集团旗下羚锐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则通过建立“特色产业+园区+贫
困户”的模式，建设了 1500亩羚锐中
药材种植示范园区，带动周边 9个乡
镇 28家合作社 1295户贫困户种植颠
茄、丹参等中药材，每户增收 5000元
以上。

光山县南向店乡大力鼓励农民在
房前屋后兴建小茶园、小竹园、小板栗
园、小果园、小菜园、小中药园，全乡新
成立特色种植合作社3个，265户 800
余名贫困群众与合作社签订了种植协
议，通过“本土资源+平台支持+贫困
户”的模式，户年均增收1.6万元。

全市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成

100 多个 5000 亩以上的特色产业园
区，辐射带动贫困人口3.6万人就业脱
贫，人均月增收2500多元，多彩田园正
成为老区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扶弱济困“拔穷根”

5月 13日，走进息县濮公山管理
区清华园小区的扶贫车间内，一台台
电动缝纫机响声此起彼伏，一张张笑
脸在白炽灯和五颜六色的布料映衬下
显得格外美丽。

“易地搬迁+产业培育+贫困户”
的模式，把扶贫车间建在安置小区内，
解决了大量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
力收入低的问题，满足了贫困群众在
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同样是易地搬迁，新县千金乡喻
冲村整合资金40余万元，建成50kW
光伏发电站，将收益平均分配给最贫
困的17户贫困户，可保障连续受益20
年，年均增收2000元以上。

信阳还通过大力实施“巧媳妇+”
工程、增加公益岗位和建立电商培训
和实训基地等方法，探索“公益产业+
公益岗位+贫困户”和“电商+培训+贫
困户”等产业扶贫模式，解决留守妇
女、留守老人、残疾青年等弱势群体在
家门口就业的难题，引导他们通过自
食其力脱贫致富。

信阳“多彩田园”着眼“拔穷根”，
种下“产业树”蔚然成林背后，是万千
老区群众脱贫奔小康的梦想成真。

信阳“多彩田园”产业扶贫之② 模式篇

智慧导游
助力红色旅游

本报讯（记者 李林）5月18日晚，郑
州市人民政府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布
了三份关于“租购同权”在郑州落地的相
关文件，明确了“租房户”在办理落户、公
积金提取、卫生计生、子女义务教育、社
会保障等公共配套服务的优惠措施。

这三份通知分别是：《郑州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利用安置住房
用作租赁住房暂行办法的通知》《郑州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市国有建
设用地新建租赁商品住房供应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郑州市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租赁住
房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值得关注的是，上述文件对“租房

户”在办理落户、公积金提取、卫生计
生、子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配
套服务优惠措施，具体表述为：

经郑州市房屋租赁信息服务与监
管平台或线下服务站点对房屋租赁合
同进行登记备案的承租人,将享受办理
承租方落户、公积金提取、卫生计生、子
女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配套服务
优惠措施。

承租方落户服务：承租人为非本市
户籍且租赁住房的,可根据房屋租赁合
同登记备案证明,依法申领居住证；承
租人为非本市户籍且租赁住房,符合郑
州市落户条件的,可根据房屋租赁合同
登记备案证明,（下转第三版）

郑州出台新政“租购同权”
“租房户”子女可“相对就近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