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安阳讯 12月27
日，安阳工学院学术交流中
心内，红旗渠精神研究院成
立大会如期举行。据了解，
这也是全国首家在高校中
成立“红旗渠精神研究院”。

当年修渠英雄、特等劳
模张买江，河南省红旗渠精
神研究会会长李恩东，安阳
工学院党委书记任中普、校
长景国勋等校领导，以及河

南省、安阳市、林州市和相
关单位的专家学者、该校师
生代表共计400余人参加
了大会。

会上，该校为研究院名
誉院长、顾问、研究院第一届
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相关领导共同为红旗渠精神
研究院揭牌。

会后研究院举行了第一
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安阳供电公司驻村书记多举措助脱贫
本报安阳讯 北马沟村是

安阳供电公司精准扶贫对口帮
扶村，是林州市南部的一个小
山村，四面环山。2015年至
今，该公司已向该村连续派驻
两任驻村第一书记。郭新海和
北马沟村的缘分，是从去年11
月份开始的。

2017年11月，时任安阳
公司建设部副主任的郭新海，
被选派到林州市茶店镇北马沟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在详细了解北马沟村的实
际情况后，郭新海开始了他的
扶贫帮扶计划：申请教育补助，
资助贫困户大学生；帮助1户贫
困户发展养殖成为自强脱贫
户；给3户贫困户落实危房改造
政策，落实“六改一增”（改院、

改厨、改厕、改门窗、改墙面、改
照明灯，为贫困户增加或更新
简易家具）政策；争取社会捐助
为贫困户修缮房屋，积极帮助
贫困户寻找就业岗位，安排3名
上年龄或身体不好的村民从事
村内公益性岗位每月给予劳动
报酬，介绍3名村民到建筑工地
打工……

郭新海除了针对性帮扶村
里贫困户外，还把大把精力用
在帮助村里发展集体经济上。

北马沟村主导产业是光伏
发电和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光伏发电2016年12月投入运
行，收益稳定持久。而农民种
植专业合作社在2017年成立，
郭新海接手后，在安阳公司的
大力支持下，村里重点依托农

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特色农
业品牌，把合作社定位为为村
民创业的平台，让村民通过土
地入社、合作社务工、年底分红
三种方式获得收益。此外，郭
新海专门在村里设置了公益岗
位，而村里的农民种植专业合
作社也给全村人带来了在家门
口自由工作的机会。

今年上半年，郭新海给村
民种植的瓜果蔬菜找到了相对
固定的销售渠道，并在红薯收
获前建设了红薯加工厂，发展
红薯深加工。

“以前的北马沟村，家里留
守的村民没活儿干，如今大家
都积极得要抢活儿干，种植、加
工、销售，大家每天都有钱挣。”
村民们高兴地告诉记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焦浩然

安阳食药监局召开警示教育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惠海良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阳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召开

“北海市行政审批局班子集体
免职”事件警示会议，汲取教
训，改进作风。局长郝利民、
调研员冯文学、审批服务科及
市食品药品审评中心全体人
员参加会议。

会上，该局负责行政审批
人员通过对北海市行政审批
局政务大厅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并结合工作查找了自身
存在的问题。

郝利民对安阳市食品药
品行政审批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并结合市食品药品行政审

批工作，提出几点要求：要增强
服务意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
用、利为民所谋；要切实转变作
风，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坚决防
止问题发生；要提高服务质量，
强化担当意识，敢于担当、敢于
负责；要守住廉洁底线，确保不
发生违规违纪问题。

不按信号灯通行 发生车祸酿悲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高翔

本报安阳讯 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从安阳交警支队
了解到，近日在安阳县水冶镇
辅岩路开发路路口，李某驾驶
豫E轿车由南向北行驶时，与
由西向东行驶驾驶电动自行车

吕某发生交通事故。致两车受
损，电动车驾驶人吕某和乘坐
人张某受伤。当天中午，吕某
抢救无效死亡。

李某驾驶机动车未按照
交通信号灯通行及未在确保

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形
成事故的原因；吕某驾驶非机
动车未分道行驶、未在确保安
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及遇停
止信号时未停在路口停止线
以内也是形成事故的原因。

男子盗树被抓 一查竟还是逃犯
本报安阳讯 今年12月以

来，林州市公安局姚村派出所
民警在工作中发现辖区内多个
村庄树木被盗伐。

随后，警方立即围绕案件
线索展开侦破工作，通过查看
视频监控以及走访案发地附近
群众，最终确定了嫌疑人马某
的相关信息。

12月21日中午，民警在姚
村镇寨底村一农户家菜地内将

正在盗伐树木的马某抓获，缴
获作案工具机动三轮车一辆，
车内有锯、刀链等伐木工具，并
现场收缴被锯断的一棵柏树、
一棵梧桐树。

据犯罪嫌疑人马某交代，
其曾于12月16日在姚村镇上
陶村将常先生庄稼地附近的一
棵梧桐树锯断并盗走，该梧桐
树大约价值400元；11月中旬，
马某在姚村镇白草坡村西边将

两棵榆树锯断并盗走，价值大
约800元。

经审讯，马某对多次盗伐
树木并贩卖获利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并且民警发现，2017
年8月，马某曾因涉嫌盗窃被安
阳县警方上网追逃，现马某已
被林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有
关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崔守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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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渠精神研究院正式揭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文图

本报安阳讯 自脱贫工
作开展以来，汤阴农商银行
积极创新金融扶贫模式，通
过与政府部门积极沟通协
调，采取“政府风险补偿
金+财政贴息”合作模式，
走出一条由“输血式”扶贫
到“造血式”扶贫的新路子。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汤
阴农商银行主动下沉，深入
全县297个行政村，在建档
立 卡 的 3386 户 贫 困 户
10453个贫困人口中寻找
目标客户。覆盖县域贫困
户的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带
贫效应，该行先后推出“个
人发展型”“投资分红型”

“企业捐赠型”三款扶贫信
贷产品，其中“个人发展型”
贷款主要针对符合信贷准
入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重点用于其进行种养殖业、
农副产品加工以及其他农
业生产经营活动。

针对村里的困难群众，
该行主动对接，以“低”利
率，降低脱贫成本。截至

2018年11月末，该行累计
投放扶贫贷款678笔，金额
7069.1万元，其中投放小额
扶 贫 贷 款 666 笔 ，金 额
3174.1 万 元 ，带 动 全 县
1000余户贫困户实现致富
梦，真正发挥了农商银行

“造血”扶贫作用，实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扶贫。

为加快小额扶贫贷款
投放，该行开通了扶贫贷款
办理绿色通道，真正做到了
扶贫贷款放得快、管得好、
收得回、有成效，实现了政
府、贫困户、农商银行多赢
目标。

截至11月底，该行已
累计发行金燕卡 171497
张，拓展手机银行、网上银
行 客 户 30979 户 ，布 放
ATM机32台、POS机477
台、金燕自助通230台，开
通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58
个，惠农取款服务网点72
个，真正打通了农村金融

“最后一公里”。

汤阴农商银行

“造血式”扶贫托起群众致富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范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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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牌仪式现场

安阳交警支队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通讯员 王马丽

本报安阳讯 近日，安阳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辖区实
际，立足事故预防，结合各项
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开展了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

活动中，交警支队密切加

强与学校之间的互动，民警走
进辖区幼儿园、中心小学，开
展交通安全主题实践活动，通
过PPT课件，结合实际案例，
向学生们讲述了上学、放学途
中要注意的事项，讲解了与道

路交通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
组织学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
使孩子们在游戏中强化交通
安全意识，学会交通安全常
识，掌握交通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