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综合新闻

农村版

驻马店84个
亿元以上项目集中开工

漯河市：
九成秸秆实现综合利用
据近日卫星监测，
该市焚烧秸秆着火点为全省最少

总投资 489 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华）10 月 9 开工，总投资 89.7 亿元……
日上午，驻马店驿城区装备制造
这是驻马店市第三批亿元
产业集聚区内，推土机平整场 以上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几个县
地，挖掘机清理地基，到处呈现 区分会场的情景。据悉，当天该
出一片繁忙景象，投资 2 亿元、年 市共有 84 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
产 100 万件汽车配件的华强机 开工建设，总投资达 489亿元。
械项目正式开工。当天，共有 7
驻马店市市长武国定说：
个亿元以上项目在驿城区同时 “今年以来，驻马店深入开展了
开工，总投资 69.6 亿元。
迎盛会、大招商活动，农洽会也
在西平县产业集聚区内，处 取得了丰硕成果，签约了一大批
处机器轰鸣，人声鼎沸，投资 20 招商项目。今天全市集中开工
亿元的西平县光电产业园项目 的 84 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不仅
如期开工。一期工程建成后，产 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而且
业园可入驻企业 20 余家。西平 市场前景好，对培育主导产业、
县委书记张金泉告诉河南日报 提升产业层次、促进经济发展将
农村版记者，9 日当天，西平县共 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有 19 个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同时

家的都多，俺是沾了镇里的光了。”在郾城区
李集镇后寺村，正在地里忙碌的村民倪新有
50%、60%、87%、90%……这一连串逐 提起秸秆还田时满心欢喜。
年递增的数字不是普通的百分比，而是漯河
记者在村里看到，几乎每块地里都拌有
市自 2010 年以来统计出的秋季秸秆综合利 粉碎的玉米秸秆，倪新有家已种上麦子的地
用率，今年“三秋”，该市玉米秸秆还田率再创 里，秸秆碎渣子确实比邻家的多。让他欢喜
历年新高。而由此引发的结果是：省气象卫 的是，多出的秸秆是镇上二次还田无偿上到
星近日遥感监测到 18 个市地均有着火现象， 他家地里的。
焚烧秸秆着火点 231 处，漯河市仅发现 1 处，
承包了 40 亩耕地的倪新有给记者算了
成为全省着火点最少的市地。
一笔账：秸秆还田可以使每亩地节约化肥 15
10 月 8 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天，记者奔 公斤左右，每公斤化肥按 3 块钱算，40 亩地一
赴漯河市多个乡镇，对该市的秸秆禁烧工作 季能节省 1800 多块钱。
“还田两年，土虚地壮
进行走访。
了，产量也涨了。”
“以前是疏导群众秸秆还田，现在是群众
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
自发还田，省时省力又省钱。”身着迷彩服在
“你看见没有，俺家地里的玉米碎秆比别 田间督导禁烧工作的李集镇党委书记刘永红

□本报记者 仵树大

告诉记者，除群众自发还田外，镇里每年还拿
出 10 多万元，将田间地头丢弃的秸秆收集起
来，集中粉碎后上到地里，实现二次还田。
刘永红说：
“ 在市、区两级政府的督导支
持下，秸秆禁烧正从疏堵结合向以疏为主转
变，禁烧工作比以往好开展了。”

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漯河市的禁烧工作
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历史。”漯河市政府
副秘书长张威表示，通过全市的共同努力，
秸秆综合利用将完全替代就地焚烧，
“ 以疏
代堵”也将成为下一步禁烧工作的主要内
容。
国庆期间仍在田间巡查的漯河市委常
秸秆禁烧工作或将成历史
委、副市长刘瑞红接受记者采访时略显疲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漯河市玉米秸秆综 倦。她首先给出一串数字：
“ 三秋”秸秆还
合利用率普遍较高：舞阳县马村乡和召陵区 田面积 186.5 万亩，占玉米种植面积的 90%
老窝镇等地积极动员群众将玉米秸秆统一收 以 上 ，秸 秆 青 贮 17 万 吨 ，收 贮 秸 秆 8.1 万
储，经粉碎压块后销往外地加工成新型燃料； 吨。
临颍县正探索利用玉米秸秆制作“面包草”
“查、禁、堵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实现
等。
秸秆的综合利用，以此提升全市农业发展水
“做好秸秆还田工作是近两年漯河市禁 平，着力打造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国家农
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根本前提，如果秸秆 机化示范区。”刘瑞红说。

唐河县农民古天生种烟叶

李高峰：
捡垃圾捡成全国劳模
◀上接第一版
2003 年 7 月份，李高峰在路
上遇见一个老太太突犯癫痫，
往路
边台阶上撞得满头是血，
就冲上前
去，
边扶老人，
边脱下自己的衣服
裹 着 老 人 的 头，打 了 110 又 打
120，
和警察把老人抬上车。赶到
的家属掏出500元钱感谢他，
他边
谢绝边离开。家属追着问：
“小伙
子，
你叫什么？我得感谢你啊！
”
李
高峰回头说：
“大姐，
你要感谢，
就
感谢河南人吧！我是河南人！
”
话
音落下，
背后掌声一片。
2005年初，
李高峰到朝阳无
限社区做了一名保洁员，
他利用业
余时间到其他城乡接合部义务打
扫卫生，
一干就是8年。帮助外地
来京人员，
为120多人找到工作。
多年来义务铲除小广告数十万张，
自费买涂料就花了 6000 多元。
参加义务巡逻，
先后抓获各种违法
犯罪分子28名，
身上伤痕累累，
右
手小指险些被歹徒砍掉。
附近的居民几乎都有李高
峰的手机号，有什么大小事情都
愿意给他打电话，大家都称他为
“社区 110”。

“河南志愿者”
2007 年 7 月的一天，正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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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净赚 20 万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兴汉 曹
兴斌）9 月 30 日，在唐河县古城乡邮政储蓄
所，该乡种烟大户古天生提着刚领取的 20
多万元烟叶售出款挤出人群，引来一片艳
羡的目光。
“我今年在张庄村种植烟叶 400 多亩，
一亩地收入能冒过 5000 块。”46 岁的古天
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古天生是唐河县化肥厂的下岗职工，
下岗后家里失去了经济来源，左思右想他
决定选择市场风险相对较小的土地承包经
营。去年，他种了 100 亩烟叶，辛劳一季得
到丰厚回报——净赚 20 多万元，今年他扩
大了规模，又赚了大钱。
古天生兴奋地告诉记者，种子及育苗
所用物资都由烟草公司无偿供应，机耕补
贴、烟田起垄补贴、肥料补贴、地膜补贴、农
药补贴等一系列补贴“补”得他信心倍增。

理小广告的李高峰看甘露园西
里铁路宿舍内的公厕无人管理，
脏乱不堪，就自己出钱买来清掏
工具，连续清理了几个月，将厕
所清理干净。铁路宿舍的居民
送他一面锦旗，称他为“当代活
雷锋”。
2007 年李高峰组织发起了
河南在京环保志愿者服务队，短
短 4 个月从 40 多人发展到 300
多人，5 年后发展到 1000 多人，
从最初以农民工群体为主，扩大
到各行各业人士和其他省份在京
人员，
开展环保公益活动数百次。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河南在京服务队的 100 多名志
愿者，志愿服务 2000 多人次。
2009 年以来，在北京市城八区
范围内都有河南在京志愿者服
务队的身影，开展文明引导、绿
色出行、环保教育和助老爱老
等服务项目；组建河南豫剧演
出 队和电影放映队，进社区演
出。
多年来，李高峰的感人事迹
被广为传颂，他获得北京好人、
首都文明之星、北京奥运会及残
奥会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全国五
一奖章、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郑州市

10 月 9 日，灵宝市寺河乡西坡村农民在果园里采摘苹果。据了解，该市 90 万亩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当地农民开始忙着对成熟的苹
果进行采摘、包装、外运。
孙猛 摄

封丘县洛寨村

乡村杂技出国门年赚 2000 万
□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张建磊
“现在正收秋，但俺们一天不练功就怕生
疏。”10 月 9 日，在封丘县荆隆宫乡洛寨村一
户普通村民家里，金跃军和几个小伙子正在
练杂技，去年金跃军曾带领他的明日杂技团
在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演出，很受当地民众
欢迎。虽是秋忙期间，老金依然没闲着，自家
庭院就成了团里演员的练功场。他说：
“几天
后，就出发去上海演出，得加紧训练。”
据了解，明日杂技团只是洛寨村十几个杂
技团中的一个，
而杂技在洛寨村的历史也源远

10 月 8 日，确山县留庄镇崔楼村村民郑长安在稻田内收割水
稻。郑长安的 10 亩无公害水稻今年共收获稻谷 7.5 吨，比去年增收
近 4000 元。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郑仰黛 摄

玉泉，一个动人而诗意的名字。
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方寸之大，曾
经鲜为人知。如今，在办事处党政班子带
领下，不断探索发展之路，走上一条科学发
展的新型工业化路，成为蓬勃发展的富裕
街道。他们通过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以工
业园建设为抓手，吸引了不少知名企业扎
根落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今天的这个地方，可谓“栽好梧桐树，
玉泉金涌来”。

精准研判市场动态
强抓工业寻求突围
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处破旧、荒废的鱼
塘。2009年4月22日，
伴随着一台台大型机
械的轰鸣声，
承载着玉泉街道办事处干部群
众多年梦想的玉泉特色产业园奠基开工了。
几年来，玉泉街道办事处从依托优势
到把握重点，从构建平台到提升环境，一直
坚持攻坚克难、敢为人先的思路，发扬创
新、争先、包容、务实的玉泉精神，确定了
“工业强办、产业富民”的发展理念，努力把
玉泉特色产业园打造成名优企业向往的理
想投资之地。
工业企业个头小、起点低、总量少，
曾经
是玉泉街道办事处的“软肋”和“短板”。为
了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壮大办事处的经

中小学举行应急演练

灵宝市：
90 万亩苹果丰收了

流长。该村原支书王继业说，
洛寨村地处黄河
岸边，自然灾害较多，历史上就有走江湖卖艺
的传统。20 世纪 40 年代，一个艺名为“一撮
缨”的开封杂技艺人朱格才夫妇到洛寨村定
居，
收本村的金守福、杨进财两人为徒，
自此拉
开了洛寨杂技的序幕，
杂技艺术便开始在洛寨
村生根开花。现在西安、临汾、开封、濮阳、新
乡等地的杂技团体大多源于洛寨村，
很多演出
人员就是洛寨村人。洛寨村的杂技也因洛寨
人的不懈努力而逐步走出了国门。
“去年，
俺村的杂技节目《软钢丝》上了中央
电视台7套《乡村大世界》，
之前河南卫视、湖南

卫视等十几家电视台都作过专题报道。
”
洛寨村
党支部书记金跃辉自豪地向记者介绍，
“村里
1100多口人，
玩杂技的就有120多人，
每年的演
出收入达2000多万元，
很多村民因表演杂技而
致富，
在大城市买房买车，
安家落户。
”
目前，洛寨村的杂技演出已经遍布美国、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据金
跃辉说，封丘县公安局经办的出国手续，一半
以上都是为洛寨村的杂技演出团体所办。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团员们多挣钱，另
外再收几个徒弟，让杂技一代一代传下去。”
金跃军说。

来自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的报道之一：

栽下梧桐树 玉泉金涌来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李化敏

济实力，
发展工业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玉泉
街道办事处党政一班人审时度势，
依托自身
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把握产业转移承接
机遇，明确产业转移承接工作重点，构建产
业转移承接平台，优化产业转移承接环境，
大力实施招商引资
“一号工程”
，
让这片寂静
之地变成
“寸土寸金”
的投资热土。
玉泉街道办事处围绕食品加工和生物
制药相关产业出台了一项项优惠政策，倾
力把玉泉特色产业园打造成企业集聚、产
业升级的高地，打造成食品加工和生物制
药相关产业投资的热土及人才的集聚地。
玉泉街道办事处打破发展瓶颈的制
约，坚定不移地实施项目推动战略，依靠园
区引来股股“资金流”、
“ 项目流”，形成了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良好氛围。

招大商选好商
栽好树引凤来
玉泉特色产业园创建之初，
还没有一个
像样的新项目，
“捡到篮子里便是菜”
是当时

的真实写照。如今，
这片投资的
“洼地”
在招
商引资时
“把好了关”
“
、看好了门”
。
如今，在玉泉特色产业园，项目入园要
严把落户关，并实行预评审和评审制度。
签约前，办事处要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项
目进行认真分析、测算、评估，综合考虑环
保、能耗、用地等关键性因素，层层把关，确
保项目的质量。伊利集团投资 5.75 亿元建
设的年产 39 万吨高温液态奶项目，就是该
街道办事处“选好商”的明证。
目前，除了伊利奶业项目，还有 26 个
项目在玉泉特色产业园“安营扎寨”，其中
包括投资 15 亿元的蓝曼 LED 产业园、投
资 1 亿元的新飞龙食品、投资 8000 万元的
意利发食品、投资 2 亿元的中沃饮品等食
品加工企业和投资 1 亿元的北京鑫鑫生
物、投资 2.2 亿元的众德生物、投资 1.5 亿
元的济世药业等生物技术企业。建成区
面积已达 1600 亩，投产企业 21 家，企业总
产值达 10 亿元，利税 1.5 亿元。
为了让入驻 企 业“ 安 享 幸 福 生 活 ”，

玉泉街道办事处通常都是“扶一把再送
一程”，使来玉泉投资的企业实现两大转
变——变“过得去”为“过得硬”，变“土八
路”为“高、精、尖”。
从数量到质量，从抢商到选商，着力引
进战略投资者，重点引进“两快”产业，依靠
以食品加工为龙头的快速消费型企业和以
生物制药为支柱的快速成长型企业拉长产
业链条，正在玉泉特色产业园变成现实。

靠科技创新引领
借外脑后劲十足
不同凡响的业绩背后有着不同凡响的
理念，注重科技创新是玉泉特色产业园浓
墨重彩的一笔。
一直以来，玉泉特色产业园坚持把科
技创新作为园区发展的核心战略和转型发
展的主要动力，大力引进科技型企业，走出
了一条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科
学发展之路。
特色产业园区的追求、魄力和雄心令

人叹服，玉泉街道办事处不仅要打造产业
的核心区，而且要打造科技的孵化园。
玉泉街道办事处的工业，
向来有院企合
作的传统。比如，贝迪公司与清华大学合
作，中原辊轴公司与北京机械机电研究所合
作，
白云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合作
等。玉泉特色产业园的入驻企业将这个传统
发扬光大，
主动与高校
“联姻”
，
使高校成为企
业技术发展的强力支撑。比如，
众德生物与
南京农业大学合作，
蓝曼科技与北京化工大
学
“联姻”
，
金裕饲料与中科院
“牵手”
等。
如今，玉泉特色产业园区的企业已不
是襁褓中的婴儿，也不是温床上的娇嫩花
朵。一大批技术水平先进、产品市场前景
好、产业成熟度高的新兴产业项目相继涌
现，为该园区今后的发展攒足了底气。

敢争先持续创新
谋发展志存高远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玉泉街道
办事处凭借玉泉特色产业园这个平台创造

10 月 9 日，郑州市金水区龙子湖第四
小学的学生在进行防火疏散演练。为提高
中小学校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避险能
力，郑州市教育局决定自 9 月 26 日起至 10
月底，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活动。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尹书忠 摄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玉泉人的字典中没有“自满”二
字。他们清醒地认识到：稍有自满就会落
后，小幅度的增长同样也会落后。
翻看玉泉特色产业园的中长期发展
目标，
“ 拼抢赶超”的干劲清晰可见：按照
济源市委、市政府对产业集聚区的规划部
署，重点发展生物制药和食品加工行业，
力争到 2015 年使园区企业产值突破 100
亿元，利税达到 10 亿元……
玉泉人想到的是在转型升级时代大
潮中当先锋、打头阵、做主力、挑重担；想
到的是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和“敢为天下
先”的传统，争当排头兵、领头羊；想到的
是在科学发展、率先发展、创新发展、和谐
发展等方面走在济源市的前列。
玉泉人提出的是在攀高比强中奋力
实现跨越赶超；提出的是以食品加工业为
主导产业，以生物科技为战略产业，将玉
泉特色产业园建设成为产业集聚、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济源市区东部
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玉泉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张啸说：
“眼下的特色产业园，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
了第一步。通过优化环境、调整布局，将会
有更多国内知名的、有实力的企业入驻特
色产业园，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工业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