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深入学习贯彻宣传党的十
九大报告精神，灵宝市供电公司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掀起学
习十九大报告的热潮。

一、开展专题讲座
11 月 16日，灵宝公司举办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
讲座，中国科学院博士、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新经济研究室研究
员、中宏国际信息研究院研究员、
东北亚开发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
所研究员阮晓东老师以《解读十
九大，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

向与改革方向》为题进行了专题
辅导，党员干部300余人参加了
学习。

讲座从十九大报告的整体思
路与逻辑分析入手，通过对十九
大报告的特点、重点、亮点分析，
详尽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新时代、新思想、新论断、新征程、
新使命等重要论述，分析了十九
大报告的重大意义，又从“十九大
后全面从严治党如何向纵深方向
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的九大新举措”“多个维度

理解十九大政策理论和政策指
引”等三个方面做了深入的解读
分析。

通过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
十九大报告的理解更准确、更深
刻，对今后宣传、贯彻和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更好地用十九大精
神指导实际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
进作用。

二、手抄十九大报告
以专题讲座为起点，公司领

导带头，全体党员干部踊跃参与，
用做笔记的形式手抄十九大报告

原文，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生
产一线、扶贫一线等场所随处可
见抄写画面，并且将抄写内容拍
照发到党群工作群里与大家一起
学习共享。

三、深入开展“戴党徽亮身份
树形象做表率”活动

以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引，
在公司持续深入开展“戴党徽亮
身份树形象做表率”活动，全体党
员在上班期间、参加重要会议、开
展志愿服务等都必须统一佩戴党
徽，在服务窗口，标示党员示范

岗，以表明党员身份，树立党员意
识，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激励党
员立足工作岗位，展示党员形象，
发挥先锋作用。通过以上活动，
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党的十
九大报告旗帜鲜明、高瞻远瞩、思
想深邃，为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
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提供了思想
指引、理论指引、方向指引、路线
指引，是我们党进入新时代、踏上
新征程、书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
和行动纲领。 石文风

□记者 章杰

本报讯 今天是二十四
节气的小雪，不过今天没有
雪。

小雪，是二十四节气中
的第二十个。在小雪节气，
夜晚北斗七星的斗柄指向北
偏西。每天20：00以后，您
若到户外观星，可见北斗星
西沉，而“W”形的仙后座升
入高空，代替北斗星担当起
寻找北极星的坐标任务，为
观星的人们导航。四边形的
飞马座正临空，冬季星空的
标识——猎户座已在东方地
平线探头了。

今日最高温度12℃，最

低温度2℃，晴，3至4级西北
风；明日最高温度12℃，最低
温度2℃，晴，微风。

紫外线指数 中等，涂擦
SPF大于15、PA+防晒护肤
品。

感冒指数 较易发，天凉
温差大，适当增减衣服。

穿衣指数 较冷，建议着
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

洗车指数 较适宜，无雨
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

运动指数 较适宜，较适
宜进行各种户内外运动。

空气污染扩散指数 良，
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污染物
扩散。

□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崔真语

本报讯 11月18日，和暖
的阳光洒满河洛大地，洛阳孟
津县平乐镇邙岭之巅的凤凰
山上人头攒动。9时整，由洛
阳市文明办、洛阳市民政局、
洛阳扶贫协会、洛阳凤凰山集
团等单位主办的丁酉年凤凰
山“孝老爱亲·崇山敬水”公益
大典拉开帷幕。

记者从该项目筹委会获
悉，“孝老爱亲”公益活动由洛
阳凤凰山集团发起，将围绕

“勿忘初心，方得始终”主题，
在每年的重阳节评选并表彰
洛阳“最美孝心人物”。主办
方将给获奖者颁发奖状、奖
金，获奖者还能享受洛阳凤凰
山集团旗下企业所有产品最
大幅度的优惠或减免。

洛阳凤凰山集团董事长
郭建华在致辞中说，“孝老爱
亲”公益活动的宗旨是弘扬中
华传统，传承孝道文化、遵循
家训家规、倡导孝老爱亲，其
中，评选“最美孝心人物”是本
项目的核心活动，“作为企业
的负责人，我感到无限荣光，
更感到责任重大，请社会各界
朋友监督、指导”。

郭建华说，洛阳凤凰山集
团将坚持不懈，不忘初心，一
件事情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尽
其所能回报社会，与社会各界
共同承担起弘扬中华传统，保
护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把
凤凰山生态纪念园做成生态
公园、人文公园、纪念公园和
家风传承基地，用心呵护我们
永恒的家园”。

□记者 李晓波 章杰 文图

本报讯 科飞亚公司是洛阳
市伊滨区庞村镇一家有着20多年
历史的钢制家具公司，“双十一”
前夕，该公司负责电商业务的胡
云亮带领员工给产品分类、打包、
储备，忙得不可开交。“去年三家
淘宝店销售额达到1200多万，今
年预计能达到1500万元……”

科飞亚公司是庞村镇钢制家
具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2015年
以来，当地依托钢制家具产业优
势，利用“互联网+”背景下产业销
售方式的变革，成功引入电商模
式，从淘宝村到打造河南首个淘
宝镇，昔日“铁皮柜”走上了电商
致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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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庞村镇打造河南首个淘宝镇

昔日“铁皮柜”走上电商之路

借势电子商务，农妇撑起创
业“半边天”。两年来，庞村镇在
电子商务运营培训中培养了1500
余名优秀电商人员，其中60％以
上为农村留守妇女。

大庄村民杨双苗作为最早接
受培训的学员之一，在讲师的指
导下从头学起，如今，杨双苗已经
拥有两家淘宝店铺，平均月收入
达到了3万多元。

在成为淘宝店主之前，杨双
苗与丈夫在当地的钢制家具厂打
工。由于只有小学文凭，没有技
术，夫妻二人只能靠力气挣钱，工

资低还很辛苦。杨双苗的三个孩
子都在上学，家庭负担很重。

培训课程一开始，杨双苗就
辞掉工作，专心开网店。因为文
化程度不高，加上之前从未“触
网”，杨双苗在学习的过程中遇到
了很多困难。但是在讲师的耐
心、专业教授下，短短的几天时
间，杨双苗就注册了第一家淘宝
店铺，并成功卖出第一件产品，生
意越做越好。

胡可是庞村镇相对较晚“触
网”的，在开网店前，她与丈夫经
营着制造铁皮柜的小公司，不忙

的时候就在家带孩子，后来也报
名参加了培训课程。

今年“双十一”，胡可经营的
店铺货品销售量翻番，胡可总结
了经验：“首先授课老师认真负
责，提供了许多帮助；其次就是

‘剑走偏锋’，冷门产品卖家少，相
对竞争也就小；还有是‘双十一’
前准备比较充分。”

胡可的亲身经历，让周边在
家带孩子的女性村民羡慕不已，
她们也都开始学习开网店，在胡
可的带动下，已经有多人加入了
电子商务大军。

其实，在2014年8月，阿里巴
巴（庞村）钢制家具专业市场就已
经上线。

去年2月，庞村镇开始谋划淘
宝村建设，并与洛阳闪迅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达成合作，采用“政
府+服务商”的模式，由淘宝大学
闪迅电商学院提供专业的电子商
务运营培训，选择有电商基础的
村子为重点。

经过培训，仅庞村镇掘山村，
电商就由原来的20余家增至135
家，线上交易额猛增。去年10月
举办的中国淘宝村高峰论坛上，
阿里研究院揭晓2016年度中国

“淘宝村”最新名单，掘山村名列
其中。

两年来，庞村镇电商基地共
开设11期创业培训班，5期精英
培训班，孵化出900家活跃店铺，
培养了1500余名优秀电商人员。

今年“双十一”前夕，该镇在
电子商务孵化基地开办为期两天
的网店运营专题课程，全力指导
全镇学员淘宝店铺完善“双十一”
期间店铺装修、推广运用和活动
策划等，力争今年“双十一”交易
量和交易额实现新突破。

11月13日下午，该镇电子商
务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对全镇孵化

出的300家学员店铺进行统计，
销售总额为800余万元，每个店
铺的销售额基本都是平日的三到
五倍。

按照阿里巴巴的要求，一个
乡镇拥有3个及以上的淘宝村，才
能被认定为淘宝镇。今年，该镇
启动了我省首个淘宝镇建设，目
前淘宝镇已顺利通过评审。“淘宝
镇的建设能带动新型城镇化的建
设，真正的城镇化是由产业支撑
的，而淘宝镇正是以产业为依托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步
骤。”庞村镇相关负责人说。

庞村镇从1982年办起第一
家铁箱厂，历经30余年发展，钢制
家具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
如今，庞村镇拥有钢制家具生产
企业368家，6800余个销售网点
遍布全国，销量占全国市场的
60%以上，产品出口中东、欧美、
非洲等地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虽然庞村镇作为全国的钢制
家具产销基地已经形成一定的产
业规模，有其自身发展的优势和
内在动力，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
也十分明显，如销售方式及渠道
相对传统，品牌意识有待提高，缺
乏中高端产品等，因此，钢制家具
企业急需转型升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地党委、
政府开始引导企业转变思路，打
造“互联网+钢制家具”的产销新
模式，推动产业向生产、销售、研
发、电商、仓储物流为一体的现代
产业集群迈进。

打造“互联网+钢制家具”产销新模式

淘宝镇顺利通过评审

村民在家门口创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