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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县夏庄镇陈楼村翠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市
场+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五位一体的产业化经
营体系，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致力于种植高品质、纯天然、
有机绿色的无公害蔬菜直供港澳。图为5月8日，公司基
地青菜进入收获季节，菜农们正在田间抢收抢运 8 徐
维 余江 摄影报道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子耀）“铭
记先烈，不忘历史。大别山人勇字当头，商城起义被一代
代人传诵，大别山精神永远激励着老区人民。”5月5日，农
历立夏节，在纪念商城起义88周年暨商城革命历史纪念
馆开馆仪式上，武警工程大学政治部原主任、武警总部纪
检部原部长、信阳籍将军甘祥云少将谈起当年革命老区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感慨万千。

“农历立夏节，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甘祥云谆
谆告诫与会人员，“从农民的儿子到武警战士，再到共和
国将军，我要感谢这块红色革命热土的哺育和浸润。”

88年前的立夏节，1929年5月6日，商城人民在中共
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下，发动商城起义（也
称商南起义、立夏节起义），摧毁了这一地区的反动统治
和封建势力，诞生了河南第一支工农红军——中国工农
红军第11军第32师，随之建立了河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
政权——商城县苏维埃政府。

“商城起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三大起义之一，是
鄂豫皖苏区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城起义的胜利是
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信阳的胜利，是实事求是和牺牲
精神的胜利。”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综合研
究室副主任、研究员、著名红军史专家翟清华大校如是
说。

在革命先烈当年坚持革命斗争的青山绿水怀抱之中
的大别山西河景区，甘祥云和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共同
为商城革命历史纪念馆揭牌。

据河南大别山西河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建
军介绍，金刚台地质广场改造建成商城革命历史纪念馆
开馆揭牌，并确定为大别山干部学院教学基地，就是为
了用红色资源推动绿色发展，进一步擦亮商城名片，叫
响商城旅游品牌，丰富干部教育培训的教学内容，教育
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县群众，继承和弘扬“28年红
旗不倒”的大别山革命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拼搏精神、更
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脱贫攻坚和幸福商城建设当
中去。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李鑫）百名
朗读者倾情演绎经典美文，百米长卷同心绘就信阳美景，
炫酷摩托车特技让你的心狂跳不止，传统摸鱼大赛更让
你情不自禁“失”身入池……即将于5月12日盛大开启的
大河报2017信阳春季房展车展会，着实让人无比期待。

据举办方介绍，本届房展车展会汇聚了信阳主城区
在售的数十家精品楼盘和30多个品牌的热销车型，给市
民更多现场比较、抉择的机会，让消费者买房购车更加省
心省力省时间。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首次有摩托车品
牌参展，同时邀请国内知名摩托车特技车手，带来以往只
能在电影中欣赏到的特技表演。

除了年年火爆的传统摸鱼比赛外，今年的房展车展
会还特别邀请百余名小朋友参加“大河报信阳首届朗读
者大赛”和“百米长卷亲子绘画”活动，旨在倡导全民阅
读，激发孩子阅读兴趣，培养孩子阅读习惯，同时也给小
朋友们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尽情发挥自由想象力和自
身特长。这两项活动的优秀作品还将在信阳网和大河信
阳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上集中展示。

展会期间，前来的市民不论是否买房买车，只要在现
场用手机扫描指定二维码，都可参与抽奖并获得特别奖
品，而买房购车的市民则会获得更加丰厚的奖品。8

5月8日，淮滨县浙商纺织工业园内一派繁忙景象。
园区内企业主要生产化纤原料及时装高级面料，产品销
往浙江、广东，经深加工后出口欧美、东南亚等地区。企
业吸纳的150余名贫困人员，人均年收入达36000余元，
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的目标 8 夏训巍 郝猛 摄
影报道

光山县椿树岗村世旺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从韩国以及
我国台湾引进优良桑葚种植60余亩，发展观光农业，引导
“休闲采摘”，并开发出桑叶茶、桑果酒等附加产品，促进传
统农业向高利润率、高附加值的现代农业转型。周边12户
贫困农民通过种植桑葚，户均年增收2万多元。图为5月7
日，游客正在桑葚园采摘桑葚 8 谢万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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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图说信阳

殚精竭虑为茶农
——信阳供电公司服务茶乡纪实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甘仁伟 刘威

茶机飞转，灯火通明。飘香的
茶山，夜晚分外繁忙。

采茶姑娘们白天巧手采回的一
筐筐玉芽嫩叶，必须在当天加工完，
否则茶叶的品质就会受损。因此，
保证茶山上持续稳定的电力供应，
就成了万千茶农们最大的企盼。

4月 28日，在第25届信阳茶
文化节开幕式上，当信阳市委书记
乔新江从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
副会长魏殿生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
“中国毛尖之都”荣誉称号牌匾时，
上千人的信阳百花之声大剧院爆发
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信阳文新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新坦言，这块金字招牌上面，凝
聚着茶都光明使者——信阳供电公
司无数员工的心血和汗水。

4月19日，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龙潭村
大田组茶农张广全在炒茶时发现，炒茶机工作
起来有些吃力。是不是电压低了？他想，也难
怪，今年邻居们纷纷增加了不少炒茶机，采茶季
节，家家户户炒茶机同时工作，这电能够用吗？

听说炒茶期间，供电所会特事特办，为茶
农排忧解难。张广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镇
供电所打了求助电话。

大田村原有一台50千伏安的变压器，去
年炒茶时用电尚可，今年炒茶机增多，很多茶
农反映电压低。4月10日，供电部门专门为该
村新增了一台100千伏安的变压器。

茶乡应急保电组接到张广全的电话后，很
快赶到茶山，经测量，确定是张家电表箱前端
这段电线线径较细，导致电压偏低。第二天上
午，茶乡应急保电人员很快就将重载线路更换
一新。他们还顺便将张家的炒茶机及室内的
线路仔细检查了一遍。

近年来，信阳市大力实施“公司+合作
社+基地（茶园）+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模式，
进一步开展茶旅结合，积极构建“茶文化+茶
旅游”等，打造茶叶产业化集群，促进茶产业
转型升级。至2016年年底，信阳茶园面积已
达210余万亩，超过120万茶农，依靠种茶人
均收入超过5500元。随着茶园面积的增加
和炒茶技术的提升，茶农们纷纷大量添置炒
茶机械。

浉河港镇龙潭村中湾组70岁的茶农周
祖友说：“原来‘大集体’时，我们炒茶全靠手
工，熬一个通宵，才能炒出四五斤干茶，累得
个半死。现在省事多了，我这3台电动炒茶
机炒起茶来不知道累，一下午可炒50多斤干
茶！”

电动炒茶机的大量使用，对供电质量和供
电可靠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信阳供电公司在
加强主电网骨架建设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完
善茶乡低压供电设施。

信阳供电公司总经理徐建告诉记者，从
2016年8月份至今，信阳供电公司累计投入
3750余万元，对茶乡低压配电网进行改造，在
信阳毛尖主产区新增配电台区48个，新增10
千伏供电线路70.7千米，全面有效提升了配电
网供电能力。

与此同时，茶乡供电所24小时值班，供
电员工深入茶山炒房，为茶农提供上门服
务，随时解决用电难题，为炒茶用电保驾护
航。

“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5月2
日晚，在圆满完成连续十天的第25届信
阳茶节保电任务后终于回到家的信阳供
电公司配电运检专业副经理周保民，总算
松了一口气。

“保电工作一年严过一年，压力一年
比一年大！”从1992年第一届信阳茶节开
始，周保民连续参加茶节保电任务，整整
25届没漏过一届。

信阳茶文化节不仅是信阳人的节日，
也是中国乃至全球茶界的一大盛事。第
25届信阳茶文化节活动内容丰富，涵盖
了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以及体育、经

贸、会展等多个领域。除了前期的全国自
行车公开赛等系列活动，从4月22日至5
月 2日，信阳茶文化节安排了开幕式、
2017河南省“5+2”经济合作活动项目签
约仪式、2017全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会
暨全国茶行业社团联席会、全国名优（绿、
红）茶质量评比活动、中国国际茶商大会
等九项活动，每一项活动都要求电力供应
安全无虞、万无一失。

今年的茶节保电工作涉及12处场
所。信阳供电公司于4月初就制订了保
电方案，专项检查并核实所有保电场所的
具体位置及供电方式,对客户存在的安全

隐患及时下达《用电检查结果通知书》，限
期整改完毕；茶节期间信阳主网保持全接
线方式运行，确保信阳电网发供电平衡；
对涉及茶文化节供电的21条10千伏线
路一一提前进行了巡视和排查，主要场馆
全部实现双电源供电，重点部位还配置了
应急发电车设专人值守，全力以赴保证电
网可靠运行。

开幕式前一天，信阳供电公司主要领
导还分头前往各保电值守现场，检查设备
运行及负荷情况，督查保电方案执行情
况，以及各重要变电站及重要保电场馆专
人值守情况。

“咚咚咚、锵锵锵……”一阵阵锣鼓敲
响，打破了深山茶乡浉河港镇龙潭村的寂
静。茶农们循着声音，来到村头小广场，
一台男女老幼都爱看的豫南皮影戏正在
热闹上演。

4月26日起，信阳供电公司联合多
个部门，深入茶乡开展“安全、节约和绿色
用电进校园进社区进茶乡”主题宣传活
动。为确保宣传效果，吸引更多的茶农接
受安全用电教育，他们挖空心思特地请来
被称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罗山
皮影戏剧团前来助阵。

铿锵的鼓点、炫目的皮影、惊艳的表
演，传统的皮影戏把大家带回到遥远快乐
的记忆中。看到观众越聚越多，供电公司
现场宣传人员抓住大好时机，把印有安
全、节约、绿色用电内容的漫画书、环保
袋、扑克牌一一送到大家手中，并现场为
群众答疑解惑。

演出间隙，他们又特别设置了安全、
节约和绿色用电小常识有奖问答。简单
实用的问题，让回答者既增长了知识，又
获得了小礼品。场面顿时更加热闹起来，
乡亲们纷纷争相抢答，安全、节约和绿色

用电小常识悄然入心入脑。皮影戏重新
开场，供电员工们又分组来到茶农家中，
检查用电设施，为他们排除安全隐患。

仅4月26日当天的集中宣传活动，
就发放各类宣传物品500余份，接受村民
咨询达200多人，现场排除用电隐患3
处。

据信阳供电公司党委书记牛建中介
绍，他们每年都要持续开展此类活动，以
增强群众安全、节约和绿色用电意识、知
识和能力，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供用电
环境。8

完善电网助升级A

服务茶节扬美名B

加强宣传保无忧C

不管信阳茶山有多高，有茶园的地方，就有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

每年春茶开采前，检修供电线路是信阳供电人的必修课 用电宣传进茶乡，形式多样人称赞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胡传仁 余

坤）“为了群众的信任，再苦再累也值得！”“扶贫资金是贫
困百姓的救命钱、养老钱，岂能任人随意贪占！”“为官常
思青春志，不忘初心勤为民！”……

5月9日，在固始县大会堂举行的信阳检察机关“精准
扶贫·廉洁为民”专题警示报告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固始
县张老埠乡桥头村党支部书记汪荣秀，固始县检察院检
察官罗兰，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夏玲、张雷等先后走
上讲台，结合工作实践和办案所得，宣讲党的基层干部廉
洁勤政为民的感人故事，以及蝇贪、蚊贪亵渎党纪国法的
典型案例，向与会的县乡村扶贫干部反复敲响了预防职
务犯罪的警钟。

报告会上播放的《贪塌》《青花劫》《白发新娘》等省市
县检察机关拍摄的优秀廉政微电影，更让现场观众感到
愤慨和痛惜。省市县三级检察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固始
县县直各单位、各乡镇办事处负责人，县扶贫攻坚指挥部
人员，固始县重点贫困村村支部书记等400余人参加报告
会。

据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国谦介绍，近年来，信
阳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中央、省委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
认真落实最高检、国务院扶贫办重要部署，按照“心怀群
众、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的要求，积极开展集中惩治和加
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
举措，确保中央各项扶贫政策落到实处，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组织这次专题警示报告会，集中开展警示宣传教育，
以案释法讲好法制故事、讲好检察故事、讲好扶贫攻坚故
事，就是为了营造风清气正的扶贫开发环境，让廉洁之风
吹遍山山岭岭，村村寨寨。也以此促进信阳检察机关强
化大局意识，进一步把胸怀全局、服务保障脱贫攻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把立足职能、严格法律监督作为职责所
系，以精准扶贫、阳光扶贫、廉洁扶贫为目标，与各职能部
门团结协作，聚力攻坚，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
献。8

信阳检察机关举行专题警示报告会

倡导廉洁为民 助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