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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叶县县城的叶县产业集聚区内，

厂房鳞次栉比、项目有续摆放、产业集聚

发展，凸显出现代化的产城一体格局。

从2009年至2012年的4年间，叶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年居平顶山

市第一，财政收入增长2.3倍，综合实力在

全省上升18个位次，被评为全省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十快县”，连续两次跻身中国

中部百强县。叶县由历史上传统农业大

县正稳稳驶入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快车道。

骄人的成绩背后，饱含着一幅幅热火

朝天的建设画面，一段段艰辛的招商历

程，一串串跳动的投资数据……这些成为

推动叶县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科学跨越发展的强劲音符。

工业经济突飞猛进。叶县强力实施

“工业强县”战略，着力抓好平顶山化工产

业集聚区、叶县产业集聚区建设，竭力破

解企业融资难、招工难和手续办理难“三

大难题”，努力打好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建设、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引进“四

大会战”，积极发挥集聚区的集聚效应，推

动产城一体化进程。

叶县产业集聚区综合实力在平顶山

市10个集聚区排名第三，平顶山化工产业

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近三年来一直

名列全市第一；中国盐业、东方希望、重庆

隆鑫、平煤神马、西安凯圆、武汉凯迪、神

鹰盐业等13家知名企业集中入驻，井矿盐

产量居全国第一，盐化工产量居全国第

五，摩托机车产量居全国行业三强、全省

行业第一。今年上半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0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完成

固定资产投资70亿元，增长25％，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完成3.54亿元，增长17%。

招商引资势头强劲。栽好梧桐树，自

有凤凰来。叶县在不断完善产业集聚区

配套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围绕主导产业，

绘制招商图谱，突出抓好延链补链和产业

集群招商，除利用资源、地域优势招商选

资外，该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赴深圳、上海、宁波、中山、佛山等发达地

区招商；并通过举办同乡推介会，鼓励在

外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回乡投资发展。为

促使招商选资项目尽快落地，该县改进行

政服务方式，创新服务机制，实行企业用

地“一事一议”、收费减免、项目审批“一站

式”办理等政策，建立“1+3”服务机制（每

一个入驻项目都明确1名县领导分包联

系，派驻1名首席服务人员和1名政法服

务人员提供全程服务），对落地项目实行

“零接触”和企业“安静生产日”制度，促进

了项目的顺利建设。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该县共引进亿

元以上工业项目14个，投资总额117.1亿

元，实际到位资金63.28亿元。投资3.6亿

元的鼎刀金属防腐有限公司钢管铁塔生

产项目、投资9亿元的豫星钛业有限公司

钛白粉生产等项目的相继入驻，为该县工

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五年来，该县以

新型城镇化为引领，统筹城乡发展，建成了

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依托、新型农村社

区为支点的三个层级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

化格局。先后启动了龚店、任店、遵化店、

洪庄杨和常村等5个中心镇建设，推广了龙

泉、夏李两乡镇的村镇一体化建设模式，打

造出了该县城镇化建设亮点。与此同时，

规划了116个农村新型社区，目前已启动

84个，开工建设新民居6822户，建成5998

户，使1万余名农民住进了配套设施完善、

环境幽雅的新社区。该县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受到平顶山市委、市政府表彰奖励，吸引

咸阳、信阳等30多个市县前来参观。

田庄乡东李新型农村社区内文化广

场、游园、球场、健身器材一应俱全，其中游

园里栽植的红叶石楠、广玉兰、瓜子黄杨、

银杏、桂花等观赏树木有十几种。51岁的

社区居民孙春正悠闲地在小区文化广场散

步，谈到现在的居住环境，他开心地说：“就

是城市人也没有俺住得好、住得宽敞。”

特色经济亮点纷呈。叶县是全国粮

食生产大县，连续8年保持粮食生产增产，

先后5次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

准化养殖小区达到139个，畜牧业总产值

上升到全省第5位，成为全国生猪调出大

县和全省畜牧业发展重点县、全省标准化

养殖小区第一县，省政府先后两次在叶县

召开全省畜牧业发展现场会，总结叶县做

法，动物疾病防控和质量安全追溯“叶县

标准”推向全国；烟叶种植面积4万亩，规

模种植面积全市最大，被评为“全省烟叶

工作先进县”；农业产业化集群不断壮大，

盐都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叶鑫源农业科技

园万亩蔬菜基地、田庄蔬菜种植基地三大

农业园区建设成效显著，成为省政府和中

科院共建高产高效现代农业示范区。

民生工程普惠百姓。叶县是省级贫

困县，历史欠账多、财政包袱重，从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到增加财政供养人员工资，都

急需用钱。尽管如此，叶县还是从群众最

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

不断将财力向民生倾斜。为让更多困难

群众享受政府提供的各项保障，实现“人

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目标，叶县持续扩

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

险”和新农合、新农保、失地农民养老保险

的覆盖面。同时，该县继续提高城市和农

村低保月人均补差标准，今年上半年，累

计发放城乡低保金1143万元、农村低保金

2965万元、农村五保户低保金836万元，

惠及4.4万余人。

“我永远铭记自己‘根在河南，路在脚

下’，一定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河南的父

老乡亲争口气，证明河南人是好样的！”不久

前，参加完“全国劳动模范”休养活动归来的

李高峰满怀热情地对记者说。

来自扶沟县的李高峰，现在是北京市朝

阳区八里庄街道的一名务工人员。2001年

到北京务工，李高峰从一名普通农民工成长

为“全国劳动模范”。

“河湖保护神”

走近朝阳区八里庄街道二道沟河，经常

能看到李高峰和志愿者们在清除树枝杂物

和垃圾。

二道沟河边属于城乡接合部，多年前

河道一度成为垃圾倾倒点。租住在该地的

李高峰见此情景，就购买工具，跳到河里义

务清理河中垃圾。一边清理，一边有人继

续往河里倒垃圾，他就上前劝阻。有些人

不理解，等有人再扔垃圾的时候，他就伸手

去接。

慢慢地，李高峰感染了很多人，往河里

扔垃圾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人跳到河里

帮他一起清理。李高峰一干就是7年，在河

里清理垃圾3000多吨，二道沟河也变得河

清水绿。北京市授予他“河湖保护神”荣誉

称号。

“社区110”

不仅仅是打扫卫生，凡是身边遇到的，

觉得自己能帮助的人、自己有能力做的事，

李高峰从不推辞。

下转第二版

我省是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遍布全国各地，“唐河保安”、“林州建筑”、“长垣厨师”已成为全国叫得响的劳务品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农民工工作，今年3月，省委书记郭庚茂在与多位河南籍在京务工人员座谈时指出：形象就是信誉，信誉就是价值，要把形象和信誉看得像
生命一样珍贵。为更好宣传报道省内外各行各业河南农民工典型的优秀品质和先进事迹，本报特开办“发现河南最美农民工”专栏，让全社会
发现“河南农民工的美”，以此提振士气、激发热情、鼓舞斗志，共同为实现中原梦而努力奋斗。

欢迎各级宣传部门、企事业单位、乡镇

村组等向河南日报农村版推荐你发现的

“最美农民工”，农民工本人也可自我推荐。

推荐电话：0371-65798550

电子邮箱：ncbzbs@126.com

微博：新浪微博@河南日报农村版

微信：hnrbncb

中原三农网：www.zysnw.cn

李高峰，1968年11月出生，扶沟县崔桥

镇人，现在是北京市八里庄街道流动人口

管理站管理员。2001年李高峰到北京务工

以来，义务清除垃圾、清理小广告、义务巡

逻、帮助孤老人员……致力于各种公益行

动。李高峰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

劳动模范、河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李高峰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北京好人》。

李高峰，一个普通的河南周口小伙，一

个在京城打工的农民，无私奉献、不求索取，

成长为“全国劳动模范”、享誉京城的“北京

好人”，为河南人争了光，为周口人长了脸。

李高峰所从事的行业和所处的环境，

决定了他要付出常人所不能承受的艰辛和

汗水。而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贵在有一

颗平常心。这颗平常心，不浮躁、不功利、不

哗众取宠，而是脚踏实地、尽心竭力，认真负

责地把平凡小事一桩桩一件件地干好。

李高峰做的平凡小事是艰苦的、群众

最需要解决的。这里没有“好处费”、更没有

鲜花的簇拥、闪光灯的追捧，有的人可能躲

得远远的，有的人甚至不理解。但李高峰做

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用责任感和奉献精

神认真地干好每件平凡小事，这种美就是敬

业、就是执着、就是境界！

本报讯（记者张莹）以前到

医院抽血化验要等一两个小

时，现在血、尿、便等常规检查

项目自检查开始到出具结果时

间要求在半个小时内完成。同

时，注重保护患者的隐私；实施

同级医疗机构医学影像、医学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避免重复

检查。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

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就医感

受，10月9日，省卫生厅向社会

公布《河南省医疗系统“以病人

为中心”优质服务60条》，并接

受社会和患者监督。

根据优质服务60条，门诊

设 立 人 性 化 的 集 中 采 血 处

（室），配备充足的专业人员，为

患者提供采血及报告发放“一

站式”服务；血、尿、便常规检

验，心电图、影像常规检查项目

自检查开始到出具结果时间≤

30分钟；根据患者需要，提供

检查结果代邮寄、电话或网络

反馈服务。设立门诊服务台，

免费为患者提供各类信息咨询

服务；实施同级医疗机构医学

影像、医学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避免重复检查，减轻患者负担；

倡导在门诊多个楼层设立分诊

刷卡（挂号）处、收费处，开展

“即时结算”服务；规范就诊秩

序，减少患者等候时间等。

另外，医院门诊要设有明显

标识的残疾人、军人、老年人服

务专用窗口；为老弱残疾患者提

供代挂号、陪诊、陪检、代交费、

代取药等服务；门诊、病房显著

位置设有医院建筑平面图、科室

分布图，电梯间设有楼层分布指

引，清晰易懂；设立门诊专家信

息栏或专家信息查询系统，公示

医师出诊信息；注重保护患者隐

私，在门诊诊室、治疗室、多人病

房设置隔帘或采用屏风隔挡等

保护设施；男性医务人员为女性

患者进行诊查时，须有护士或家

属陪伴；保持院内通道及出入口

通畅，方便残疾人就医。

本报讯（记者田明）10月9

日，省气象局发布气象干旱橙色

预警信号，预计未来7天我省无

大范围降水天气过程，干旱将进

一步发展，干旱地区需做好防范。

根据综合气象干旱指数监

测，进入9月以来，全省平均降水

量偏少五成到六成，北中部偏少

八成到十成，为2008年以来同期

最小值。截至10月8日全省有

53%的县市气象干旱达到重旱等

级，有22%的县市达到特旱等

级。重旱以上的区域包括郑州、

开封、洛阳、平顶山、鹤壁、新乡、焦

作、许昌、三门峡9个省辖市和安

阳、南阳、商丘、周口4个省辖市的

部分区域，其中特旱区分布在郑

州、开封、洛阳、焦作、三门峡。

全省气象部门将适时进行

人工增雨作业，缓解旱情。

叶县：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常丽亚 何国强

超过半数市县重度干旱

我省发布干旱橙色预警

血常规检查等项目要求半个小时出具结果

我省出台“以病人为中心”
优质服务60条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

员孟晓彤冯二帅）“以前浇地很

费劲，如今，大学生‘村官’来到

地里，又是讲解灌溉知识，又是

协调水泵、化肥等物资设备，种

地比以前省事了。”近日，刚浇完

地的禹州市朱阁镇边楼村村民

边国善高兴地说。

面对近期干旱，连日来，禹

州市400余名大学生村干部与市

农林局、农机局、水利局等部门人

员一起，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

抗旱浇地，并向农民发放科技宣

传页，积极做好科技服务。

他们还积极协调农资经营

户提早做好农药、种子、化肥等农

资储备工作，确保“三秋”生产顺

利进行。目前，该市共组织大学

生村干部、优秀青年等组建的抗

旱突击队60个，设立“抗旱先锋

岗”30个，发动党员群众3万余

人，积极深入田间帮助农民抗旱。

禹州市

四百大学生“村官”助农抗旱

编
者
按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静 伦红

国）“以前由于没有大机器，犁地耕作一直靠

家里那台陈旧的小四轮，无法完成深耕，时间

长了，容易导致土壤板结，现在有了大型机

械，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耕作效率也提升

了！”10月2日，记者来到汤阴县伏道镇北里

于村，适逢农机手张海军正在为自家的土地

进行深耕作业，谈到新买的拖拉机，老张赞不

绝口。记者现场还看到，不远处一辆辆大型

拖拉机正在翻耕土地，一垄垄潮湿的土块将

粉碎的玉米秸秆埋在下面，田间地头呈现出

一派忙碌的景象。

“以前俺农民种地一年下来也挣不到几

个钱，大家都不愿意多花钱对土地进行深

耕。有的农民干脆以耙代耕，图省钱方便，

时间长了，容易造成土壤板结。现在有了大

型机械深耕作业，不单对农作物秸秆还田有

帮助，最重要的还能大大提高产量，每亩地

能多打100来斤粮食呢。”看到记者过来采

访，正在田间施肥的张海军的妻子李宝花接

过话茬说，“现在俺农民种地不光有粮食直

补，还有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并且农业税全

免，费用相比以前少多了，俺农民种粮也更

有赚头了。”

“俗话说，耕深加一寸，等上一层粪。”谈

到深耕的好处，汤阴县农业局技术人员张剑

伟告诉记者,“深耕有助于将还田的秸秆掩埋

到土壤下层，使秸秆尽快腐熟，为小麦生长提

供营养，避免了秸秆棚架、小麦根悬浮，保证

一播全苗。同时还可以疏松土壤，增强土壤

的透气性和蓄水保墒能力，促进根系发育，减

少小麦后期倒伏现象的发生。”

据了解，近年来，汤阴县大力推广农业

机械化生产，实现了玉米联合收获、秸秆还

田、机械深耕、小麦精播等一条龙服务，有

效地带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目前，该县

56万亩土地已深耕50万亩，小麦播种面积

0.8万亩。

耕深加一寸 等上一层粪
汤阴县56万亩土地已深耕50万亩，播种0.8万亩

李高峰：捡垃圾捡成全国劳模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霞文/图

李高峰和他的河南在京志愿者服务队李高峰和他的河南在京志愿者服务队

“最美农民工”就在你我身边

【人物档案】

【推荐人语】

难得一颗平常心
□周口市委调研室副主任王爱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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