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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琰炜）10月12
日，南阳月季园、月季大道以及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15年制完全学校、
菱角池小学等4个项目集中开工建
设，标志着高品位的新城区在万众

期待中拉开建设帷幕。市委书记张

文深宣布开工，市委副书记、市长霍

好胜讲话。

市委副书记王智慧主持。

4个项目总投资26.5亿元，将先
后在2018年底前竣工。其中，南阳
月季园项目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白桐干渠与李高路交叉口两侧，

占地1543亩，按5A级景区标准，建
成以月季展示、景观营造为主的集

科普、休闲、娱乐、展销为一体的专

业公园。月季大道总长5.76公里，
双向八车道，把色、姿、语、韵的“月

季四美”赋予道路景观设计之中，努

力打造“七彩缤纷带，十里花香路”，

充分体现南阳城市特色，展现南阳

月季文化。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15
年制完全学校位于白河街道，占地

182亩，建筑面积近9万平方米，150

个教学班，可容纳学生6960人。菱
角池小学项目占地34.7亩，校舍1.7
万平方米，36个教学班，可新增学位
1800个。

霍好胜在讲话中指出，项目是

支撑发展的关键。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和有关单位要按照“快、优、省、

廉”的要求，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

花功夫，加快项目建设，严把工程进

度关、质量关、投资关和廉洁关，把

项目建成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

精品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

要站位大局、服务大局，履职尽责、

配合联动，努力为新城区规划建设

营造良好环境。

市领导景劲松、刘树华、柳克

珍，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

任金浩，以及中信建设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

林业大学等规划建设单位负责同志

出席开工仪式。

开工仪式前，出席仪式领导会

见了参与项目规划建设的有关单位

负责同志。③1

本报讯（记者张苗苗）10月11
日至12日，市人大常委会组成7个
视察组，对全市2017年脱贫攻坚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项视察。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其昌，副主

任谢先锋、梁天平、赵景然、程建华、

刘荣阁、庞震凤，副市长刘庆芳，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鸣哲参加。

7个视察组分赴南召、方城、社
旗、桐柏等县采取实地察看、听取汇

报、问卷调查等方式，就“千企帮千

村”活动开展情况，产业扶贫、易地

搬迁、“医保救助工程”及各项扶贫

保障政策落实情况，各级人大代表

投身脱贫攻坚情况，贫困村脱贫工

作进展情况等进行视察。在随后召

开的座谈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听取

了市政府关于2017年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工作的汇报，有关县区和市

直有关单位作了相关工作汇报。

杨其昌充分肯定了全市脱贫攻

坚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各级各部

门脚踏实地，大力推进，各级人大代

表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形成了全

社会动员和广泛参与的局面，脱贫攻

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要清

醒看待脱贫攻坚中存在的问题，认清

形势，坚定信心。要做实产业扶贫，

着力实现产业帮扶全覆盖，统筹推进

就业扶贫。要研究透、运用好金融扶

贫政策，进一步落实各项扶贫保障制

度，抓好政府兜底。要发掘和宣传好

先进典型人物和事迹，各级人大代表

要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工作，为全市脱

贫攻坚工作贡献力量。③4

本报记者 邹朝晖 通讯员 周桃龙

先后荣获全国绿化先进集

体、河南省绿化模范县、省市森林

防火工作先进县、全省森林资源

清查先进县等荣誉称号；连续 9
年营造林合格面积位居河南省县

级第一名，林业工作连续5年位
居全市前列，森林覆盖率由“十二

五”末的 37.9%增加到现在的
45.3%，山区农民收入40%来自林
业，这是淅川县利用“加减乘除”

法，铺就生态造林富民路的丰硕

成果。陕西、安徽、湖北等省 20
多个县先后组织人员到淅川参观

学习生态造林富民先进经验。

造林绿化做“加法”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天更

蓝了。”这是在天津工作的全先生

今年8月份回淅川的第一感受。
“我们创新机制，组建30多支

造林专业队，全部推行合同造林，

每年造林成活率达到85%以上。”
淅川县林业局局长武建宏说。

针对淅川县立地条件差、荒山

面积大、保水质和脱贫攻坚任务艰

巨等县情。该县强力推进十大工

程建设，荒山绿化以乡土树种为

主，直播造林与植苗造林相结合，

每年造林面积都在10万亩以上。
廊道绿化以南水北调渠首、干渠绿

化以及国道、省道和主要公路两侧

造林绿化为重点，高规格栽植绿化

树种和经济林，构筑了280公里绿
色长廊。城区景区绿化按照全域

旅游、融合发展的思路，累计投资8
亿多元开发丹江大观苑、香严寺、

龙山、渠首等景区12个，建成4A级
景区1个，3A级景区2个，成功申报
省级以上公园5个。环库周绿化多
方筹集资金8000多万元，采取造林
与营林相结合，在丹江口水库库周

第一山脊线以内荒山和库区落差

地，完成人工造林5.5万亩，抚育12
万亩，在库区周围构筑160公里环
库生态屏障。产业富民工程按照

“一县一业”的思路，采取林果专业

合作社、家庭林场、公司+基地+农
户等模式，累计发展软籽石榴、核

桃、油用牡丹、柑橘等林业生态产

业12.4万亩。

资源管护做“减法”

“今年以来，全县森林火灾为

零，森林资源案事件比去年同期下

降了60%……”淅川县林业局副局
长罗志宏告诉记者。（下转A3版）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希峰

丰兴汉）“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下雨

踩水坑了，升级改造后，这里将和

‘鸡蛋道’一样带劲儿……”看到

记者来采访，家住唐河老城区“衣

裳道”的王大妈拉着记者的手说。

王大妈所说的“衣裳道”位于

唐河特色商业街区域内黉学路西

段，是继“鸡蛋道”仿古一条街升

级改造后的又一路段。升级改造

后道路将拓宽，路面升级，修建廊

道，成为城区的又一道靓丽风景

线……

唐河县将特色商业区建设作

为“活商贸、抓转型、保增长、促经

济”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抓手，围绕

业态升级、拉动消费、提升形象和

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聚焦电商

物流前沿产业，壮大商贸餐饮传

统产业，培育形成了一批业态先

进、特色鲜明、支撑带动能力强的

服务业发展集群。

该县以“四街一区”升级改造

为重点，突出黉学路统一招商运

营，聘请专业运营团队，吸引唐河

十大特产、十大名牌、十大名品及

全国知名小吃入驻，打造唐河名

吃一条街，增强商业消费功能，使

商业区成为新兴业态的集聚地和

消费引领地。

该县以打造唐河县总部经济

创业基地为契机，为东亚演艺、

金风科技、豫兴物流等企业提供

集聚区域，同时鼓励在唐物流、

电商、销售等企业将区域总部迁

驻唐河，紧紧抓住总部经济发展

的机遇，在招商引资和税收贡献

上为县域经济贡献力量，为打造

“强富美高”新唐河提供有力

支撑。

今年，唐河特色商业区成功

晋升一星级商业区。今年 1~8
月，实现营业收入17.4亿元，同比
增长34%。③4

特约记者 徐海林

金秋时节，“范蠡故里”南阳大地脱贫攻

坚战犹酣，而10月9日在京隆重表彰的2017
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获奖者中，河南省唯一

获此殊荣的典型就出在这里，他就是牧原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英林。

人们说，南阳古有范蠡“三聚三散”造福

桑梓，今有秦英林争做“当代范蠡”大爱扶贫，

脱贫攻坚奉献奖，秦英林当之无愧。

然而，当秦英林获悉自己获奖的消息后非

常平静，他让公司相关人员转告，功劳在政府

和金融部门支持，我们只是做了企业应该做的

事。在此之前，秦英林曾获得全国社会扶贫先

进个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

年农民、2016河南十大年度扶贫人物等荣誉。
25年前，秦英林和妻子钱瑛一起辞去公

职返乡创业，在国家级贫困县内乡县创建以

专业化养猪为主的牧原公司。如今，企业已

走出内乡，走出南阳，走出河南，走向全国15
个省（区），拥有下属公司 100余家、员工
30000余人，总资产300多亿元。
“财富的积累聚合了社会八方资源，财富不

属于个人，也不属于企业，而是属于社会。”“只

为自己肥，那是猪的理想；只有回报社会，才是

财富的终极归宿。”“事业做多大，社会责任就有

多大。”这是秦英林的财富观和思想境界，更是

秦英林的坚定信念。多年来，秦英林在做大企

业的同时，坚守着不变的信条，勇于承担扶贫帮

困重任，积极融入脱贫攻坚主战场，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牧原扶贫”路子，彰显出一个现代

企业家大爱扶贫、执着担当的高尚情怀。

携手地方政府创新作为，
“牧原内乡模式”扶贫实现多
方共赢

张振侠，内乡县王店镇均张村6组的贫困
户，一家三口，妻子有病，自己遭遇车祸留下

残疾，曾对生活失去信心。去年9月20日，他
加入了“聚爱农牧”合作社，利用国家政策性

扶贫贷款，与牧原、政府、银行、合作社形成

“五位一体”的养猪扶贫模式，每季度都能从

合作社领到800元分红。“俺不但不用还本付
息，还能持续受益10年。”现在的张振侠对脱
贫致富充满了信心。

内乡县共有贫困户14000余户，而像张振
侠一样，通过加入合作社获得养猪稳定分红

的贫困户目前有13065户。这是牧原集团坚
持在地方党委政府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内寻求

最大最好发力点的又一精彩之笔，是其携手

政府积极探索、实施、推广的“养猪全覆盖”精准扶贫的崭新模式，此模式一

经推出，就受到政府、银行及社会多方好评。

这种以“资产收益帮扶”为主要内容的“养猪全覆盖”精准扶贫模式的具

体做法是，政府组织建档立卡贫困户入股成立合作社，政府和牧原协调增

信，贫困户向国家开发银行或农信社申请扶贫贷款，交由合作社建设猪舍，

企业租赁猪舍养猪并负责还本付息，保证贫困户每年获得稳定资产分红

3200元，可持续收益10年。目前，内乡县首批加入“聚爱合作社”的13065户
贫困户已获得了每季度800元共3个季度的稳定资产分红2400元。

（下转A2版）

上图：承建郑万高铁卧龙区段的

中铁十七局集团三公司员工在确保安

全生产的前提下，赶工期、抓进度，力

争早日实现全线贯通 ③4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左图：位于内乡县产业集聚区的

煤电运一体化电厂项目正在紧张施

工。该项目一期总投资108亿元，主要
包括煤炭战略储备基地、火力发电厂

和铁路线三个核心项目 ③4
特约记者 崔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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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淅川森林覆盖率达45.3%，山区
农民收入近半来自林业——

做好“加减乘除”生态造林富民

唐河特色商业区换新装

培育新兴业态 壮大服务产业

南阳月季园、月季大道和示范区完全学校、菱角池小学开工

完善基础树形象 优化配置促均衡
张文深霍好胜出席开工仪式 王智慧主持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脱贫攻坚工作
杨其昌等带队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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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战犹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