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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开幕还有 天3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拿上一堆
纸质证照到相关单位办事，繁琐的程
序往往让企业困扰。不过，河南自贸
试验区郑州片区的一项创新有望彻
底解决这一问题——颁发企业信息
集成服务码，让企业从持证（照）办事
到持“码”（二维码）走天下。

5月18日，河南诺达智能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成为第一家得到企业信
息集成服务码的企业，也标志着郑州
片区这一创新真正落到了实处。

郑州片区政策创新局负责人池泽
坪告诉记者，为企业发放信息集成服
务码，将企业营业执照、备案、行政许
可以及信用状况、综合监管服务等信
息集成加载到一个二维码上，以为每
个企业单独赋码的方式实现企业服
务“一码通”，并将集成服务码与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绑定，未来将实现
集成服务码与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一体化，使其成为企业唯一“身
份证”。这一举措，在全国范围内也
是首创，其直接好处是企业信息能够
随时看、随时查、随时用。

信息集成服务码和目前实行的

“多证合一”有何区别？记者了解到，
“多证合一”主要是将部分涉及企业登
记性、备案性各类证照逐步整合到营
业执照上，涉及实质审批性的行政许
可类证照尚未整合。而企业信息集成
服务码是在“多证合一”基础上，将企
业经营所需全部登记性、备案性及行
政许可性证照信息均归集到一个二维
码上。企业及消费者通过扫码可以查
询该企业现有全部经营资质以及正在
办理的各项证照相关进度。通过“一
码查询”使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由原先

“多证上墙”转变为“一码展示”。
郑州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谢昊告诉记者，获得信息集成服务
码的企业前来办理业务时，可使用手
机等电子设备出示服务码，办事人员
通过扫码获取企业相关信息即等同
于企业提供了相应纸质证照。这一
举措既减少了企业收集纸质证照产
生的交通、时间成本和证照丢失风
险，也解决了企业同一时间、跨多个
部门办不同业务需同一证照的问
题。通过“一码通”真正降低企业办
事成本，提高办事效率。③6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全国首创新举措

企业服务实现“一码通”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徐伟 赵少辉

前言

今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濮阳县在新理念引领的发展
道路上昂首阔步，强力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强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强力推
进脱贫攻坚，强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强力推进改革创新，迈向更加
壮阔的新征程。

百姓所求 政之所向

让城市更美好，牵系着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是他们最质朴、最热切
的期盼。

漫步濮阳县街头，正在发生的蝶
变让人惊喜：一处处破旧的居住区随
着机器的轰鸣倒下，一座座气派的高
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要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以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为基础、为支撑，让城市
成为宜居之城、幸福之家，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濮阳县委主要
负责人说。

濮阳县城是老城区，人口众多，商
贸流通活跃。然而，在繁华的背后，随
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老城区内基础
设施差、安全隐患多、居住条件恶劣的
各类棚户区（城中村）,已成为现代城
市无法掩饰的“伤疤”。

濮阳县的决策者清醒认识到，在
城市建设中，既要让新城绽放异彩，又
要让旧城焕发新颜，使城市居民享受
同等的公共服务，棚户区（城中村）改
造势在必行。

让城市“提质”，让百姓收获，一
场规模空前的“棚改攻坚战”就此开

启——2017年，濮阳县改造棚户区16
个、14937 套、176 万平方米，共拆迁
7360余户、127万平方米，改造面积占
全省的5%、濮阳市的36%；今年，该县
计划实施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15
个、21115套、249万平方米，共涉及被
征收户约 12600户、237万平方米，完
成后将极大改善城市面貌，让更多百
姓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最大利益让于民 最优政策惠于民

满足百姓的期盼，要有站位全局
的视野，要有立党为公的境界，要有无
私为民的情怀。

濮阳县把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作
为头号重点工程和民心工程，坚持政
府主导，在组织领导、推进机制、资金

保障、宣传动员、营造氛围等方面举全
县之力，合力攻坚。

最大利益让于民，最优政策惠于
民，濮阳县对改造实施办法、安置房建
设、项目审批、奖励办法、征迁工作、征
收补偿等进行规范，公开接受群众监
督，做到阳光操作、公平公正，切实保
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群众得
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实现了群众由“要
我改”向“我要改”的转变。

濮化社区改造项目共有住户 431
户，因基础工作做得扎实，群众充分了
解政策并支持政策，从正式启动签订
协议至拆除完毕仅用15天时间。

据介绍，2017年，濮阳县仅用半年
时间，就实现和谐拆迁127万平方米，
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

“忧居”变宜居 城市展新颜

“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要
在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的过程中，把
这件造福于民的好事办好，让老百姓满
意！”濮阳县政府主要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最大限度惠及民生，濮阳
县在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中，
2017年采取实物、货币化相结合的安
置方式，2018年全部为实物安置。

濮阳县提前筹划在县城区黄金地
段建设安置区，以保证货币化安置房源
充足；货币化安置按照县城区上一季度
市场交易平均价，由被征收户在签订安
置补偿协议后，15日内将补偿资金一次
性补偿到户，被征收人一般不需要增加
负担，就可以结合子女上学、家庭成员

就业等需求，自主选择购买普通商品房
实现安置。实物回迁安置点遵循就近
安置的原则，选择最佳地块用于安置房
建设、选择甲级以上资质设计单位进行
设计、选择央企或“中”字头建筑企业进
行施工，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组织安
置对象介入建筑质量监督，确保了工程
质量。同时，把棚户区（城中村）改造与
健全功能、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位结
合起来，同步建设教育、医疗等配套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让群众住得放心、
安心、舒心。

随着棚户区（城中村）安置区建设
的快速推进，一个个布局合理、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服务配套、管理有序的
棚改新区逐步呈现，越来越多的棚户
区（城中村）居民搬进新楼房，实现“忧
居”变宜居。

棚改攻坚，开启了城市“美颜”模式，
百姓期盼的天蓝、水绿、路畅、景美的惬
意画卷，在“提质”中逐渐变为现实。

濮阳县，这座从历史中走来的老
城，正在书写新的历史。

让城市“提质”让百姓收获
——濮阳县以新理念引领发展的报告之一

——记者蹲点

□本报记者 董林 周岩森 胡巨成 陈慧

蜿蜒于江淮之间，襟带豫鄂皖三
省的黄柏山，是千里大平原一个惊艳
而凝重的“休止符”。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
啊竖起来……”曾经，河南第一个县级
苏维埃政府在这里成立，经典红歌《八
月桂花遍地开》从这里唱响全国。

这是一片经历血与火淬炼的土
地，革命理想高于天！大别山军民在
困境中坚守、斗争，创造了28年“红旗
不倒”的奇迹。8万多商城儿女前仆后
继，用生命迎来新中国的曙光。

红旗，映红了这里的山，这里的
水，这里的人。不同的岁月，同样的坚
守，革命战争时期坚守根据地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咬定青山不放松。62年
间，这片红色热土孕育出全省森林覆
盖率最高、集中连片人工林面积最大、

林相最好、活立木蓄积量最多的国有
林场——黄柏山林场。

两年前，黄柏山林场和河北塞罕
坝林场一起，成为国家林业局向全国
推广的森林经营“样板”。

硝烟远去，青山不老，正在化为金
山银山……

“看着树苗一年年长高，
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五月的黄柏山，山青如黛，葱翠欲
滴。

山道上，一辆中型面包车走走停
停，记者和黄柏山林场的几位老林工
一起“转山”来了。

每到一处林点，大家便搀着几位
老人下车，他们是黄柏山第一代林工，
都快80岁了，面对自己亲手培育的“林
海”，他们百感交集，思绪万端。

老林工回忆，山高坡陡石头多，荒
草葛藤满山窝；年年冬季一把火，漫山
遍野赤裸裸。这是当年黄柏山的真实
写照。距县城60多公里的黄柏山，曾
被戏称为商城县的世外“逃”源。

历史上，黄柏山也曾是茂林修竹，

飞泉鸣鸟。因战火绵绵加上人为砍伐，
大小几十座山峰树木所剩无几。因水
土流失严重，黄柏山每年向淮河重要支
流灌河倾泻泥沙无数。灌河纵贯商城
南北，当时有人感叹：过不了多久，灌河
水就会少得再不能向下“流放”木头了。

1956年，毛主席发出“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的号召。当年11月，“商城
县国营黄柏山林场”正式成立，成为全
国1300多个国有林场之一。

建场7人组中，有黄柏山最早的两
个技术员——张培从和杜复道，分别
毕业于河南大学森林专修科和洛阳林
校。此前两年，二人风餐露宿，翻越了
大小几十座山头，论证了以黄柏山为
中心创办人工林场的可行性。

山高路远。1956年 9月，张培从
和第一任场长李景堂挑着行李，走了
三天才到达场部法眼寺。这座建造于
明万历年间的寺庙，此时已冷落破旧，
没有僧人，正好作为林工们的歇息之
所，他们都叫它“大庙”。

第二年春上，县里抽调数百名社
员，在场部背后的山坡上一下子栽植
了 3000多亩杉木苗。这是黄柏山历
史上第一片人工杉木林。

虽然热情满腔，更多的却是当头
棒喝。

“杉木都活了，但前两年种的马尾
松、金钱松几乎全死光了。”1959年来
到林场的叶召启老人回忆，当时不管
啥树种，适合哪儿，只管栽。而且，没
有路没有车，树苗挑上山就得两三天，
晒也晒成干的了，咋能栽得活？

后来，他们偶然发现了山上的“土
著”树种——黄山松。天然黄山松的
存在说明这里适合它生长。于是，培
植黄山松就成了他们的重要目标。

但采集黄山松的种子并不容易。
叶召启说，每天吃完早饭，他们腰里挎
着砍刀，背着大麻袋，带两个玉米面馍
馍就各自出发了。因为要摘松球，大
家爬树的本领都练得不错。山路崎
岖，布满了荒草杂灌。不少人曾在山
上迷了路。

有一次，跟他们同龄的朱时松在
场部后面山上走丢了，一夜未归，急得
大家团团转。那时候山上人迹罕至，
还有狼。第二天一早，场里派了大批
人马上山，把大山喊了个遍，才把饥寒
交迫、惊魂未定的朱时松找到。

（下转第三版）

大别山腹地黄柏山，有一群可歌可泣的林工，他们一代接一代，扎根大山深处，坚守绿色

梦想，用青春和生命，染绿了一座座荒山，写下了撼人心魄的“不老”传奇——

□本报评论员

黄柏山是一座英雄的山，革命年

代无数先辈曾在这里创造了 28 年红

旗不倒的大别山奇迹。黄柏山又是

一座神奇的山，半个多世纪以来，黄

柏山人以林为业，艰苦奋斗，把林场

发展为全省森林覆盖率最高、集中连

片人工林面积最大、活立木蓄积量最

多的国有林场，谱写出一部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创业史。

游赏松涛阵阵、如诗如画的黄柏山，

纵观林场如歌如诉的发展历程，我们发

现，黄柏山人奉献了“红”与“绿”两笔宝

贵的财富。“红色”的，是精神上的财富。

他们始终坚守初心、埋头苦干、开拓创

新、代代相续，其精神品格与大别山精神

同根同源，与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

愚公移山精神一脉相承，用焦裕禄干工

作的“三股劲”来诠释，恰如其分——

林场人的亲劲，体现在对一草一

木、一山一水倾注感情、无微不至，甚

至 困 难 时 期“ 宁 可 人 下 岗 不 让 树 下

岗”，从牙缝里“省”下了林子，换来青

山常在、绿水长流。他们的业绩造福

苍生、泽被子孙后代，这更是一种大

爱！林场人的韧劲，表现在始终耐住

寂寞、甘于奉献的境界上，体现在从

“林一代”到“林三代”代代接力、久久

为功的定力上。林场人的拼劲，体现

为始终保持拓荒者那股筚路蓝缕的劲

头，在填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也要比谁

干得欢，在新时期，他们又乘势而上、

不懈改革，顺应市场规律，发挥生态环

境优势，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绿色”的，是物质上、环境上的财

富。通过艰苦卓绝的创业创新，他们开

辟了一座18万亩、林相上乘的森林生态

宝库。这座宝库，是一座“大氧吧”，创下

国内负氧离子峰值最高纪录；还是一座

“大水库”，每年为水库蓄水 1.6 亿立方

米，生态价值难以估量。不仅如此，还带

动辖区村民发展观光农业、生态农业，日

子越过越红火，走出了一条深山区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带动产业兴、农民

富、乡村美的乡村振兴之路。黄柏山人

用全身心的实践，生动印证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阐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互相回馈的规律。

“红”是革命者和建设者的本色，

“绿”是生命的颜色。有了建设者的红

火奋斗、精神不老，才有了生态的蓬勃

葳蕤、生命的灿烂绽放；而世界的绿意，

也让那红色的精神更加鲜艳夺目。“红”

与“绿”交相辉映，铺展成一幅万物生

长、生机盎然的美丽图景，“还老百姓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

底”的景象，正在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踏 遍 青 山 人

未息。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生 态 兴 则 文 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我们要积极回应

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

美生态环境需要。黄柏山人“红”与

“绿”两笔财富，是中原儿女践行总书记

生态文明思想结出累累果实的典型。

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河南高质量发展，

让我们扎实践行新发展理念，向黄柏山

林场人学习，展出彩之志，挥如椽之笔，

描绘中原大地美不胜收的明天！2

黄柏山人的“红”“绿”财富

追忆历史激荡与争锋，深圳近40年梦幻般的崛起，用铁一
般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觉醒，印证改革开放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激情的岁月

从“深圳速度”到“中国高度”，这座在南海之滨拔地而起
的城市不断书写时代传奇，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提供不竭动力

壮阔的历程

高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在新的起点上构建
新格局，争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范例，续写改革
开放新史诗

奋进新时代

从追赶时代到引领时代
——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云雾缭绕黄柏山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