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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
帆） 6月8日22时，当信阳供电公司
运营检修部领队杨宝明带着最后一组
高考保电应急保障组回到单位，标志
着该公司承担的信阳主城区12个高
考考场安全用电保电任务圆满完成。

高考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大，用
电源稳定性要求高。为确保万无一
失，信阳供电公司提前制订科学全面
的高考保电方案，确保所有保电场所
都是双电源供电。为避免噪音对考试
及语音播音设备的影响，他们还为各
保电场所布置的应急发电机精心选择
隔音位置，选择时段开展发电机调试，

努力做到微声供电，考前不打扰考生
正常学习生活，考中给考生提供一个
安静的考试环境。他们还提前对考点
周边宾馆、饭店等展开隐患排查和电
力计量装置检查更换，保证考生及家
长高考期间衣食住行用电无忧。

高考期间，他们合理安排运行方
式，将13条保电线路负荷调整至最小，
保电时段城区配网调整为正常运行方
式，不安排计划检修、业务扩展工程等
带电、停电接火工作，不产生任何影响
高考的工作噪音。同时为每个考点配
备2人1车1台发电机组，安排供电服
务抢修人员双入驻，确保万无一失。

6月7日，20余首具有浓郁豫南地方特色的民歌，在2016年第四届新县民
歌汇演中激情上演并获奖，其中《美丽新西河》、《山野菜》将有望代表信阳民歌参
加中央电视台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全国民歌大会。著名音乐家邬大为（右二）、
伍嘉冀（右一）应邀担任评委，并为获奖歌手颁奖。刘宏冰 郝光 摄

6月9日，信阳军分区、信阳市民政局暨市双拥办等负责同志，来到维和部
队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遭遇恐怖袭击受伤的信阳籍中士刘印迪家中，看望其父
母，送去问候和祝福。刘宏冰 孙明江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宏冰）6月13日，
记者在信阳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截至2016年5月30日，信阳已受
理登记二孩生育服务证1.27万张。

此间人士分析，短期内信阳全市出
生人口会明显增加，预计2017年至
2021年累计增加符合二孩政策出生人
口10万人左右，年均增加2万人左右。

根据国家政策调整，卫生计生部门取消
了生育审批，全面推行生育登记制度。
生育第一个、第二个子女的夫妻，在生
育前，持身份证、夫妻二人2寸合影照3
张，到一方户籍所在地或现居住地乡
（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或县、乡
两级卫生计生办事大厅，填写《生育服
务登记表》，即可当场领取生育服务证。

本报讯（记者 刘宏冰）记者近日从
邮政部门获悉，中国邮政将于6月17
日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河南罗山县红25军长征出发
地》纪念邮资明信片一枚，内容为红25
军长征出发地——罗山县何家冲何家

祠堂，这是信阳红色文化资源首次登上
“国家名片”。首发当日罗山县将举行
纪念邮资明信片发行活动。10月22
日，中国邮政还将发行《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其中
也有一枚专门为红25军设计制作的。

本报讯（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曾
令菊 余璐）“能每天回家照顾小孩儿，
又能在家门口挣奶粉钱，谁愿意出门
打工啊！”6月10日，端午节假后第一
天，正在商城县工业园区睿讯电子车
间的流水线上忙碌着的年轻女工费泽
昕开心地告诉记者。

今年25岁的费泽昕，家住河凤桥
乡团结村，2014年结婚生子后就在离
家不远的睿讯电子厂找了一份工作。

“结婚前一直在外务工，每年跟家人待
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挣了一点钱来回
跑，不但人劳累还花去了很多路费。

现在在家里上班，工资不少赚，还能照
顾到家人，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曾经是劳务输出大县的商城县，
近年来致力于“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
凰”。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优厚的招
商政策，引来众多外来企业在这里落
地生根，投资兴业。县里规划的上石
桥产业集聚区效果凸显，一度青睐深
广沪等大城市的打工族们，开始纷纷
选择在家门口就业。劳务由“外输”变
成了“内输”，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
的就业问题。

“我们这儿活不重，按时上下班，

公司还有专车接送，”在商城县中原制
鬃公司，47岁的李友平也在忙碌着。
她家住鲇鱼山办事处新华村，爱人做
建筑工作，“我每天早晚都能给丈夫和
两个上学的儿子做饭，家务活也不耽
误，工作、家庭都能兼顾，一家人在一
起挺开心的，比出门打工强多了！”

为给更多的群众创造更好的就业
条件，帮助他们在家门口脱贫致富，该
县年年开展“春风行动”春季大型招聘
会，仅今年初就有31家企业进场，提
供岗位1109个，活动首日就有800多
名求职者找到满意的工作。该县还大

力实施雨露计划“扶智”工程，安排培
训资金212万元，使参加培训的2000
多人都能掌握一到两门实用技术，不
断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帮助他
们稳步脱贫致富。

一系列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
送服务活动，为供需双方搭建起面对
面、零距离的对接平台，让有用人需求
的企业和单位得到便捷有效的用人服
务和相应的政策扶持，让更多的务工
人员得到有效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
创业培训，搭建起一条企业稳健发展、
群众就近致富的健康和谐之桥。

扬帆奋进正其时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胡巨成 刘倩

初夏的豫南，草木葳蕤，满目
葱茏。

6月1日至3日，信阳市委书
记乔新江、市长尚朝阳带领全市
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
商业区(街)观摩团，赶赴各县
（区），对全市13个产业集聚区和
10个服务业“两区”建设发展情
况进行集中观摩。

一排排现代化工厂鳞次栉
比，一座座新建商厦拔地而起，一
个个重点项目落地开花，一批批
新兴产业崛起发力……一路走来
一路歌，记者深切地感受到老区
人民上项目、抓产业、促发展的蓬
勃活力。

在商城县产业集聚区的山信食
品产业园年产1万吨蛋白粉项目生
产车间内，一条条生产线正开足马
力，各种米粉从生产线的一端进去，
另一端出来的就是等待装箱发运的
食品级蛋白粉。

依托商城县水稻种植基地，山信
粮业加工出了畅销的优质大米、蛋白
粉、稻米油等各类精深加工稻米产品。

“这些蛋白粉作为各类奶粉的原
料之一，主要出口欧美、澳大利亚及新
西兰等地区，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山
信集团负责人李时军说。“靠山吃山，

商城县虽然没有金山富矿，但小小的
稻米也能演绎出精彩的工业梦想。”

在息县好彩头食品有限公司的
糕点生产线上，造型各异的蛋卷、饼
干、面包等食品煞是诱人。

“有钱难买息县坡，一半米饭一半
馍。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大粮仓’变成

‘大厨房’。”息县县委书记金平介绍，
息县是河南粮食主产区，素有“中原粮
仓”的美誉，息县人种出上好的弱筋小
麦和亮洁的粳米，并把它们变成鲜腾
腾的馒头、面条、米线、米粉等各种主
食，直接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和餐桌。

“百亿贴膏剂项目建成后，企业
的贴膏剂产能将达到100亿贴，是现
在的4倍，实现年营业收入25亿元
以上，利税5亿元以上。”在新县产业
集聚区河南羚锐制药百亿贴膏剂项
目建设现场，企业负责人说，“我们对
项目的发展前景非常乐观。”

2015年，羚锐制药研发投入超
过4400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
重达到4.16%，对研发投入的重视，
带来的必然是企业业绩的提升。羚
锐制药去年营业收入达到 10.7 亿
元，同比增长29.6%，净利润达到1.2
亿元，同比增长75.8%。

“通过研发的投入，企业的技术
和工艺水平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也
有了质的飞越，市场竞争力自然就越
来越强。”企业负责人说。

在上天梯产业集聚区的科美无机
保温复合板生产车间内，漂在水上的

“塑料瓷砖”引得观摩团人员格外好
奇。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这是我们自
主研发的‘轻质石材保温板’，历经5年
技术攻关，攻克了日本、德国等国家多
年无法突破的技术难题。它的重量只
相当于普通瓷砖的十分之一，主要由
无机材料制成，绝对阻燃，完全达到国
家A级防火标准，拥有防火、保温、美
观等多种功能。这一建筑外墙保温的
技术成果填补了国内外保温装饰市场
空白，经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鉴
定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工艺与科技相结合让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该
公司的另一条生产线已经上马，正在
紧张有序地安装调试设备。

羽绒产业是光山县的传统产业、
支柱产业、富民产业，经过30多年的
发展，光山县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羽
绒材料集散地、羽绒服装加工基地和
羽绒制品销售中心。

2015年，该县生产销售各类羽
绒服装4000万件，而网上销售就达
2100万件，销售收入20多亿元，仅
仅一年时间，网销数量和收入就实现
了翻番。

该县官渡河产业集聚区内的东
园利昇公司内的电商创客中心，目前
已吸引12家羽绒电商企业入驻，吸
纳创客30多名。羽绒产业和电子商
务的结合，也使该县蹚出一条“互联
网+扶贫”的新路子。

在淮滨县产业集聚区电子商务
园，河南学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淮滨县弱筋小麦资源优势，专注
五谷杂粮的种植、加工和销售，通过

“基地+农户+工厂+电子商务”的发
展模式，不仅拉长了产业链条，更让
该企业尝到了“触网”带来的甜头。

“我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官网销售
产品，还入驻天猫、京东和一号店等
国内较大的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负
责人说，“可别小看我们的‘五谷杂
粮’，现在每个月的网销数量在3万
单左右，每单的金额平均能达到100
元，发展非常迅速。”

小小的“五谷杂粮”，通过“互联
网+”，让这家企业发展成了“大”产
业。企业发展壮大了不说，还带动了
群众致富。

传统企业纷纷“触网”，让企业直
面消费者，及时根据消费者的变化，
调整产品结构，进行供给侧改革，更
好地适应市场。这不仅让老产业焕
发新活力，更蹚出了一条“互联网+
脱贫”的新路。

走进信阳市商务中心区博林国
际广场，记者看到，地下地上三层的
主体结构正在加紧建设。建成后这
里将成为信阳市中心城区体量最大
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平桥区特色商业区，总规划面积
1.6平方公里。特色商业区的万象城
商业综合体内，在已于去年4月份开
始试营业的西亚丽宝广场，排队等候
入场的私家车辆井然有序，店内顾客
则可以用“爆满”来形容。

据介绍，综合体内刚刚建成并投
入使用的8万多平方米的商业店铺，
目前已吸引了80余家各类商户的入
驻，从业人员达到2000人，每天的营
业额8万元至12万元。

平桥区通过服务业“两区”建设，
不仅促进了服务业发展，还增强了城
市活力，使城市“动”起来。

罗山县特色商业区公共服务平
台、息县金融便民服务中心、商城县
义乌小商品市场、浉河区弘昌世贸广

场等城市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也是
热火朝天。

据悉，今年以来，信阳各县区不
断提升行政服务水平和能力，加快配
套设施建设，目前，全市7个商务中
心区和3个特色商业区(街)建设逐渐
驶入快车道，集聚带动效应不断增
强。

两天半时间的集中观摩结束后，
信阳市委对各个产业集聚区建设情
况进行了计分排名，打开“成绩单”，
呈现的是一串串让人眼前一亮的数
字——

2015年，全市12个省定产业集
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较上年新增
104家，达到595家；共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980亿元，同比增长16.3%，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50.3亿元，增长12.9%。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支撑作用愈发明显。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老区人民
正迈开大步，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信阳已发放“二孩证”超万张

红25军长征出发地首登“国家名片”

信阳供电公司

圆满完成高考保供电任务

平桥区

种植园带火农事“钟点工”

新县备战全国民歌大会

慰问维和受伤战士家属

图说信阳

商城县

“筑巢引凤”让群众家门口就业

位于信阳高新区的河南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55英寸LCDLED液
晶屏生产线。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左二）、市长尚朝阳（左三）在新县产业集聚区考察。王哲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
国启 唐媛媛）“每天干7个小时的活，
工资多的时候一天100多元，少的也
有七八十块钱。在家门口打工，既不
耽误家事，又能赚到工资，真是两全其
美。”端午节前后，信阳市平桥区君林
蓝莓现代农业种植基地进入采摘旺
季，正在园内采摘蓝莓的七桥村村民、
61岁的张碧华乐呵呵地和记者分享自
己的幸福。时下，正值果蔬生长旺季，
在平桥区的乡村，有很多像她这样的
农事“钟点工”活跃在田间地头，成为
当地一道流动的风景线。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不
断推进和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平桥区
涌现出一大批种植特色高效农业的种

养大户。他们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农事钟点工走俏乡间。这
些“钟点工”以农村留守妇女、老年人
居多，他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相
应“工种”,实现家门口就业。在不耽
搁自家农活的前提下，这些农事“钟点
工”人均每月能赚2000多元。

平桥区富里家庭农场负责人李永
建告诉记者，依靠这些“钟点工”，他的
种植基地面积从原来的600多亩扩大
到现在的1000多亩，种植品种也从单
一的桑葚，不断增加到现在的猕猴桃、
葡萄等5个水果品种。李永建对农场
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聘请一些‘钟
点工’，可以随叫随到，既不误农活，又
节约劳动力成本。”

创新驱动2
注入企业发展“原动力”

拥抱“互联网+”3
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加快跨越4
服务业“两区”让城市“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