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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6月 30日，安阳市举行2020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此次开工的项目共57个，总投资361.6亿元，涉及
产业转型、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

今年以来，安阳市坚持把项目作为稳定经济运行、提
升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出台了一系列补短板、扩投资政
策，着力增项目数量、强要素保障、抓施工进度，推动复工
复产转向满工满产，经济运行逐月向好。1—5月份，安
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高于全省 2个百分
点，居全省第 3位；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4.3亿元，增
速居全省第3位。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位于安阳市殷都区的安西
联络线及物流园项目，总投资40亿元，线路全长20余公
里，均为电气化标准。项目建成后，有利于完善区域性铁
路交通运输体系，降低粉尘污染，改善大气质量。③9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 通讯员 郭淑萍）“既然来了武汉，
就背水一战，不胜不归”“用小小的付出，为疫情防控做点贡
献，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家四口在三地战‘疫’，都是为
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用力量传递力量，用生命关爱生命”……

6月 29日上午，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举办省直机关“五
比一争”战疫情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99周年献礼。省直和中央驻豫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在疫情防控中受到通报表扬的省直机关优秀党员代表
等260余人到场聆听。

报告会上，省人民医院重症内科亚专科主任、河南省
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省直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王文杰等
人，用平凡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不平凡的战“疫”故事。他
们的经历深深感动了现场的每一位观众，会场内多次响
起热烈掌声。

“听到王文杰同志‘我是党员，我先上’这句铿锵有力的
话语，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省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邢云昆说，“作为机关的一名党务工作者，我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大力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在本职岗位上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作出积极贡献。”③5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6月 29日，济源 2020年二季度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梨林镇禾牧然生态观光牧场项目
现场举行。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28个，总投资66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 41亿元。其中，工业项目 11个，总投资 23.458 亿
元，白银深加工、冷拉银亮材深加工等工业“延链”项目，对
优化当地工业经济结构、促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
推动作用；城建及其他项目 8个，总投资 22.1亿元，为建设
国家产城融合示范区筑牢生态屏障具有重要意义；农业项
目 6个，总投资 9.744亿元，农业观光园、人工湿地等项目，
集休闲娱乐、生态治理、农耕文化等多种元素于一体，使传
统的功能单一的农业及农产品成为人们实现高质量生活的
有效载体；南环路东延、中国白银小镇和牡丹园二期等交
通、社会服务业项目，将助力济源打造创业之都、宜居之城
和幸福之家。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
珂）6月 28日，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的巨高
智能电气产业园项目开工，标志着该市“中原电气城”建
设又迈出重要一步。

近日，平顶山市举行2020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活动，共集中开工143个项目，总投资507.4亿元。

据了解，集中开工的143个项目涉及工业、农业、交通、
城建、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包括跃薪时代智能矿山机械生产
线制造扩建项目、宝丰县大营镇“双城古镇”建设项目、中
骏·世界城商业综合体项目等优化结构、创新引领的项目。

平顶山市把确保年度目标、扩大有效投资和项目开
工竣工作为重中之重，省、市重点项目建设整体进展顺
利，在全省重点项目 1至 5月份综合考评中位居第 5名。
今年，该市计划完成重点项目投资800亿元、中国尼龙城
一批重大项目竣工，将有力拉动投资增长。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1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
自今年5月全省公安机关开展保护母亲河服务高质量发展
严打严治“雷霆 5号”行动以来，全省警方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共侦破食药环领域犯罪案件784起，打掉犯罪
团伙243个，铲除窝点602个，涉案总金额4.9亿余元。

在“雷霆5号”行动中，全省警方围绕破坏黄河流域生态
环境和妨害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食药环犯罪，同步发起打击食
药环和野生动物犯罪“昆仑1号”到“昆仑5号”五大战役，全
力做到“五个突破”，即：破获食药环犯罪案件总量有新突破、
破获大要案件有新突破、打击新型犯罪有新突破、发起全国
全省集群战役有新突破、打击涉境外犯罪有新突破。

其中，濮阳市公安局突出打击黄河、金堤河、马颊河等
河流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破获72起非法捕捞水产
品案件，打掉团伙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10人。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省公安厅先后三次联
合生态环境、水利、黄河河务等部门，围绕线索移交、案件移
送、联合执法、执法协作等，召开“黄河行动”恳谈会。目前，省
政府已批复同意由省公安厅牵头成立河南省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联动协作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制度，构建我省沿黄公安机关纵向警务协作机制，指导沿
黄地区公安机关分别与相邻省份建立试点协作区，逐步推广
建立沿黄九省区警务协作机制。同时，全省淮河、海河、长江
流域也参照相应机制执行，构建“四河同治”新格局，建立形成

“省级牵总、市级主责、县级主战”的打击犯罪工作体系。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 1日，记者从“出彩河南人”
第三届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组委会获悉，第三届最美
大学生候选人（集体）已正式产生。自即日起，公众可通过
微信进行投票。

“出彩河南人”第三届最美大学生宣传推介活动由省委
宣传部、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河南教育报刊社教育时报承办，旨在深入挖掘、宣
传我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学子，展现当
代青年大学生崇高的道德品质、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勇担社
会责任的良好风貌，充分发挥青年大学生先进典型示范引
领作用，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奋力推进教
育高质量发展、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宣传推介活动分推荐、初评、终评、表彰四个阶段进
行。活动启动后，全省各高校高度重视，层层选拔，积极推
荐，84所高校共推荐上报140件事迹材料。组委会本着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初评，最终确定了 20名候选人
和2个候选集体。

投票平台：“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大象新闻客户
端、“教育时报”微信公众号。

投票时间：7月2日8时—9日8时。③6

“出彩河南人”
第三届最美大学生候选人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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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荷 宋保华

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坐落着
一所高起点、高标准、高品质、高品位
的学校——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
小学。这是一个被“乐”和“实”浸润的
童心世界：以求知为乐，以创造为乐，
以奉献为乐，以合作为乐，以超越自我
为乐；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踏实，待人
要真实，作风要务实，专业要厚实……
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的品质，已镌
刻在学校基因里。

“学校以‘乐学乐行，唯实唯新’为
办学理念，以实施乐实教育为统领，以
探索乐趣课程架构为主线，以构建乐学
课堂形态为重点，以构建乐享评价体系
为抓手，以开展乐彩德育活动为载体，
正在品牌学校建设之路上阔步前行。”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史兆霞说。

“乐实”文化引领，锻造乐业团队

学校发展，文化先行。学校深入实
施乐实文化全面提升工程，构建乐实教
育大厦的基石——乐实管理、乐业团
队、乐彩德育、乐趣课程、乐学课堂、乐
享评价，引领着学校蓬勃发展。

党建引领，夯实教师思想根基。
学校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始终把教师政治思想建设
放在首位，抓强队伍建设、抓实组织建
设、抓牢党风廉政建设，积极开展“乐
实党建”系列活动：利用每周政治学习
时间，提高教师政治素养；落实“三会
一课”制度，增强党员党性；组织党员
走进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开展
精准帮扶，派遣骨干党员教师前往卢
氏县进行支教。

业务立身，强化教师职业素养。
学校开展“乐研”“乐业”教师主题系列
活动。每周的学科教研提供了教师交
流平台；师徒结对活动促进青年教师
的专业成长；开展“最美教师”“最美班
主任”评选……广大教师幸福感十足，
干劲十足。

一群德艺双馨的教师正在成长起
来。目前，学校 121人的教师队伍中，
河南省特级教师1人，省级名师5人，省
级学术技术带头人3人；省级骨干教师
11人，市级骨干教师16人，各级骨干教

师人数占学校教师总人数的33%。

课程、活动缤纷，涵养乐美少年

育人之道，德育为先。学校着力

构建以学生为本的乐彩德育体系，培
养良好的文明习惯和道德品质，帮助
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每周围绕一种习惯，设计问题，展

开讨论；每月组织学生参加一次实践
体验活动；定期举办体育节、足球文化
艺术节、传统文化节和读书节；成长关
键期举办入学礼、入队礼、十岁礼和毕
业礼……一周一习惯、一月一主题、一
年四个节、六年四个礼等系列德育活
动，涵养着身心双健、德智双修的乐美
少年。

学校构建了由乐品修身、乐智思
维、乐健强体、乐艺雅趣、乐言思辨、乐
创探索六个模块 30余门课程组成的
乐趣课程体系，供学生自主选择，促进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课堂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
更是探究知识的舞台，学校构建了乐
学课堂教学形态，开展乐学课堂教学
研讨系列活动，如“乐展课堂”新教师
风采展示课、“乐引课堂”首席教师引
领课等活动，形成乐有所学、乐有所
用、乐有所享的氛围，让课堂充满生
机，让学习充满乐趣。

一路繁花硕果，满载荣誉出发

一路走来，实小硕果累累：首届全
国文明校园，首届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实
验学校，首届全国校园篮球特色实验学
校，教育部国防教育实验学校，国家规范
汉字书写先进单位，全国书法教育示范
单位；省文明单位，省先进基层党校，省
心理健康实验学校，省德育实验学校，省
校园足球示范学校，省首批教师教育实
践基地，省中小学“最美大课间”一等奖；
河南省中小学“一校一品”示范学校。

近年来，学校书法、创客、版画、绘
画、足球、啦啦操、合唱等社团多次荣
获国家、省、市级等各类奖项。其中，
足球社团多次在国家级青少年校园足
球比赛，省、市校园足球超级联赛中荣
获冠、亚军。队员张星亮、梁超世、王
劲松等被专业俱乐部选中，孙文杰、吕
卓航因足球特长被北京大学录取。陈
雅文、张瑜等六名学生先后被评为全
国校园足球“玫瑰之星”。陈招媛同学
曾担当在法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联赛
的“护旗手”……

厚德载物，兴学育才。在现代化
名校——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
学，一幅“育品质学生，塑品位教师，建
品牌学校”的动人蓝图正在徐徐铺展。

乐学乐行 唯实唯新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发展记略

校长史兆霞和学生一起走进校园校长史兆霞和学生一起走进校园

图① 收入多了，日子好了，
乡亲笑了。

图② 发展羊肚菌、香菇种
植，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图③ 一到节假日，农家乐的
厨房就很繁忙。

图④ 老望岩山泉水厂让昔
日吃不上水的乡亲靠水赚钱。

图⑤ 发展美丽乡村游，玻璃
栈道成了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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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乡村名片

老望岩村位于鹤壁市
淇滨区上峪乡西南部，属
省级贫困村，村域面积 9
平方公里，耕地 431亩，荒
山面积 1.5 万亩，辖老望
岩、白连坡、蔂草堰、赵峪、
五 作 沟 、老 洞 6 个 自 然
村 。 户 籍 人 口 87 户 230
人。2018 年实现整村脱
贫摘帽，目前尚有贫困户
2户 2人。⑨6

青山郁郁，淇水悠悠，传统村落老望

岩是个让人留得住乡愁的地方。山村美

景虽好，但还要有村民美好富裕的生活来

匹配。

坚持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来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业，把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方法融入资源开发、

项目建设中，成了老望岩村补齐短板、撬

动优势，破题的实招。

只有走绿色生态发展之路，才能源源

不断地创造财富；只有留得住蓝天白云、绿

水青山，乡亲们的富裕才是真的幸福。⑨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郭宇
聂冬晗 摄影报道

老望岩，出门只见石头山。这
个元代就有的小村庄，地处鹤壁市
淇滨区上峪乡深山，过去鲜为人知。

“靠山吃山”这句话对于昔日的老
望岩并不适用，其所辖的6个自然村
分散在大山深处，交通不便，耕地不
多，旱地不少，几乎为零的村集体经济
制约着村子的发展、百姓的致富。

过去望山犯难，现在靠山致富。
随着淇滨区着力打造淇河谷景区，
小山村热闹了起来。村民们买来电
动观光车载客，把老房子装修成农
家乐，在景区开设小卖部……乡村
旅游的发展,让大伙儿的腰包逐渐
鼓了起来。

吃不上水，曾是村民最为难的
事。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村里打下
多口深水井，管网接到了各家各户。
去年投资 300万元建起的老望岩山
泉水厂，让“昔日吃不上水，现在靠水
赚钱”的感慨挂在了乡亲们嘴边。

“有了产业支撑，村民才能真正
摆脱贫困。”驻村第一书记李晨辉掰
着手指头介绍，山泉水厂的投入生
产，乡村旅游项目的开发，光伏扶贫
电站的启动，发展皂刺、食用菌种
植，不仅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也
成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

“现在群众对‘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有了深刻的理解。”李晨
辉说，“保护环境发展生态旅游，我
们老望岩就是要‘靠山吃山’，走上
小康路！”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