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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晓申

“乔怀录，一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
员，在人民群众生命面临危险的关键时
刻，不顾一切，挺身而出，用信仰谱写出
一曲新时期的正气歌。”

这是6月初中央文明办发布的2017
年 5月份“中国好人榜”给乔怀录的评
价。4月3日以来，“镇平好人乔怀录内乡
勇救落水女”的新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乔怀录是镇平县柳泉镇农技站站
长和镇工会副主席，也是镇综合服务大
厅农业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提起英

勇救人的事，平日不善言辞的他说：“遇
到这种事，谁都会去做的。”

4月3日，乔怀录和其他19名骑友前
往内乡县方山公园，途经湍河二桥时，遇
到一名轻生的女子从桥上跳入河中。看
到女子的头部尚未被水淹没，乔怀录顾不
上多想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女子,并
将她救上岸，交给了及时赶到的巡警。

让乔怀录没有想到的是，他救人的
视频被发到网上后，得到了网友的积极
转发和热情点赞。内乡县公安局也对
他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了表彰。而在
他看来，救人只不过是件很“自然”的小

事：“不能眼看着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
救人容不得你多想。”

乔怀录平日话不多，但为人实在，对
群众尤其热心。在综合服务大厅窗口，
他对前来办事和咨询的群众热情周到，
给群众讲政策十分耐心。为了不让前来
办理购买农机补贴手续的群众多跑腿，
他主动跑去找主管领导签字盖章。作为
镇农技站站长，每年三四月份都要组织
小麦“一喷三防”工作。乔怀录骑着摩托
车一个村一个村地查看小麦生长情况，
还自己雇车去县农业局把农药拉回来。

生活中的乔怀录很节俭。当内乡县

公安局领导将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送
给他时，妻子看着他已穿得底子离胶的
运动鞋说：“该给你买双新鞋了。”乔怀录
却说：“省省吧，咱资助的几个孩子下学
期还要交学费哩！”原来，妻子朱瑞改是
一位教师，看到优秀却家庭贫困的学生，
夫妻俩便节衣缩食资助他们。从1998
年到现在，夫妻俩先后资助学生十几个，
花费20多万元。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干部，乔怀录
在工作和生活的点滴中彰显了人间的
大爱。如果没有救人的壮举，他可能依
然默默无闻。③7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赵鹏

2014年 7月1日，位于长垣县的卫
华集团在全省率先建立起民营企业党
校，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

时间飞逝，如今，卫华党校这个“三
龄童”成长得怎么样？和企业员工“相
处”得好不好？有没有对“家庭”做贡
献？……“七一”前夕，记者带着这些问
题走进了卫华集团。

三年投入近千万
这两天，卫华党校办公室主任许天

胜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要为“迎七一、
上党课”活动做准备，另一方面还在筹
划近期组织人员外出培训。

“‘七一’是党的生日，我们专门从新
乡市委党校邀请专家，为集团全部497
名党员上大课。”6月27日，许天胜对记
者说，外出培训活动则是针对50多名党
务工作者、党员代表和入党积极分子，在
革命圣地井冈山开展3天的实地培训。

“这两项活动，预算投入的资金超

过5万元。”卫华党校校长、卫华集团总
裁俞有飞说，每年邀请专家前来授课4
次，组织人员外出培训 2次，这些内容
都清楚地写进了企业年度目标责任书。

年年有大型培训，月月举办主题活
动，卫华党校不是“做样子”，而是严格
按照计划推进各项工作。

“党校的发展需要不断投入，是件
‘烧钱’的事。”俞有飞说，为节约成本，
卫华集团党委的 11 名党委成员都要

“客串”党校教师，轮流为学员授课。尽
管如此，建党校实训基地、组织人员外
出培训、开发课程都需要“真金白银”，
截至目前，企业投入资金已近千万元。

优秀学员“井喷式”涌现
2014 年 8月份，由卫华集团与武

汉理工大学共同承担的国家“863 计
划”项目——挖泥机研发工作，进入焊
接、装配阶段。

“整个机器长 14 米、宽 12 米、高
24米，最重的一个部件 300吨。制作
这样一个‘巨无霸’，80%的工序在焊

接及装配上，焊接精度要求极高。”党
员、焊接工艺师吴庆富临危受命，用近
一年的时间反复试验，最终交出了合
格的“答卷”。

挖泥机自主研发、实现国产，打破
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和封锁。吴庆富的
焊接方法取得了国家专利，他本人也在
2015年获得“全国劳模”荣誉称号。

“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子，就得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吴庆富说，当年走
进刚成立的党校上党课，唤醒了他作
为党员的身份意识，激励他刻苦攻关，
为企业创效益，为国家做贡献，为党旗
添光彩。

入党积极分子贾凤珠，连续几年自
掏腰包资助贫困儿童；党员杨晓华多方
奔走，为方里乡患病农民筹集6万多元
救命钱；党员王相普多次在重大项目中
取得技术突破，今年被评为“全国优秀
农民工”……据卫华党校副校长李全振
介绍，3年来，卫华党校结合新的形势，
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
水平，踏踏实实地培训学员 1 万多人

次，优秀学员呈“井喷式”涌现。

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卫华党校推出的“三有三无责任

区”活动，即困难面前、重点岗位、突击
攻关有党员，党员身边无事故、无次品、
无违纪，成立党员技术攻关小组，为企
业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党校的课程，还让我们在学习国
家方针政策时找到了‘商机’。”俞有飞
说，深入学习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
后，卫华集团把国际贸易上升到企业

“战略层面”，产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数
目由98个增加到108个，2016年出口
额同比增长186%。

“民营企业成立党校，是掌握运用
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的需要，也是企
业稳健发展的需要。”俞有飞说，党校推
动党建，党建助推发展，卫华集团从中
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装备制造行
业普遍低迷的情况下逆势上扬，销售收
入从2013年的 60多亿元增长到2016
年的100.87亿元。②40

乔怀录：基层干部的好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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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中国福利彩票发行 30周年，弘

扬福利彩票文化内涵，倡导公益环保理念，

进一步扩大即开票游戏研发渠道，6 月 23

日，商丘市福彩中心举办以“公益福彩，绿

色即开，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主题的“刮

刮乐”即开票手工艺品创作选拔赛。参赛

作品30余件，经中心评选委员几轮评选，最

终选定8件作品选送省中心参赛。

本次活动开展后，得到了广大投注站销

售员、福彩工作人员以及院校学生踊跃参

与。收到的手工艺作品百花齐放，有动物

造型，也有龙舟、脸谱等，平面作品细致而

精美，更有大型立体作品栩栩如生。这些

作品都是制作者从收集“刮刮乐”废票开

始，历经创意构思、裁剪、折叠、拼插、粘贴

以及反复修改等一系列工序制作完成的，

不仅体现出制作者的心灵手巧和独具匠心

的创意，更是通过作品体现出“刮刮乐”的

趣味性，进一步宣扬了福利彩票公益为民

的宗旨。

商丘福彩即开票工艺品初选落幕

6 月 23 日,艳阳高照，和风拂面，新老

彩民朋友也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销售厅，

一边投注游戏，一边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倍

数啊……

恰在此时,23 号自动机的王先生突然

喊道：“20个祖母绿，20个啊！快看，大红

数字出来了，天啊，25万，25万，我中大奖

了，25万！”彩民们闻声呼啦啦地围了过去，

瞬间水泄不通，欢呼声、击掌声此起彼伏，

我好不容易挤了进去，想拍个视频，可是游

戏已经往下进行了，很遗憾！王先生激动

万分，语气都有点颤抖了：“真是太出乎我

的意料了，没想到，没想到啊！前两天儿子

说啥都不去上学了，说学校条件不好，要去

最好的幼儿园……”

各位朋友，赶快来延津中福在线厅吧，

我们将以最好的服务，最美的环境，最真的

祝福欢迎您的光临，机会难得，不要错过，早

一步行动，早一分收获，我们在这里等着

你！ （豫福）

圆梦在中福！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6 月 28
日下午 6点，今年我省高招第一次
志愿填报将结束。省招办提醒考生
千万不要等到最后几个小时再填
报，以免因网络拥堵误事。

本批填报的是提前批、国家专
项计划本科批、艺术类与体育类本
专科、专升本以及对口生志愿。

省招办提醒考生，网上填报志愿
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必须在规定
时间段内完成志愿填报，填报时间截
止前可以进行不超过两次的修改，以

网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为准，填报
时间截止后将无法更改。网上填报
志愿后，县（市）区招办将依据考生网
上保存的志愿信息，打印出志愿表，
由考生本人在规定时间内签字确认，
并存入考生档案。志愿经考生签字
确认后，录取时不得放弃。对口招
生、专升本志愿和各批次的征集志
愿，网上保存后不再签字确认，以网
上最后一次保存的志愿作为投档依
据。本次志愿填报书面确认时间为
6月30日至7月2日。③5

高招第一次志愿填报今日截止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影报道

6月26日，在修武县西村乡金岭坡村，施工人员正忙碌着修复“云上的院子”。“云上的院子”项目是该县开发的精品民宿，
当地有5个中国传统村落，10个河南省传统村落，这些百年石头房、石磨、古井承载着乡村记忆，原生态的古风让乡愁望得见、
摸得着。随着“云上的院子”项目的实施，这个古村也焕发出新的生机。⑨6

“云上”古院
重换新颜

图① 老木匠在精心修复村里的廊亭

图② 一些只剩下石圈门的老房子

图③ 修复工程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村貌

②②

③③

（上接第一版）
转变干部作风，靠自上而下的

动员，也要靠实打实的专项督导。
与以往督导不同的是，巩义市摆脱
传统路径依赖，由市纪委牵头，抽调
组织部、巡察办、督查局精干力量组
成联合督导小组，直接进驻被督导
单位进行专项督导。

“这次市委对出现问题的单位
并没有采取直接问责的处理方式，
而是派督导组进驻，帮助发现问题，
剖析深层次原因，并指导他们督导
整改，变被动为主动。这种现场督
导、现场办公的方式，是对党员干部
队伍管理方式的一种创新。”巩义市
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南毅强说。

干部从一线提拔，转变用人导向
推进执行力提升。3月中旬，巩义市

委出台《巩义市廉洁勤政担当有为容
错免责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重
点针对干部不敢担当作为、能力素质
不适应等问题建立健全机制。

为了打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巩义
积极探索出了一套提升行政效能的
管理运行新模式。通过流程再造，市
财政局共取消工程招标、协议供货等
审批环节5项，压缩预算执行等审批
环节13项，规范工程追加评审等环
节 12 项。审批节点共计减少 114
个，工作效率总体提升69.5%。

好环境引得凤来栖。1～5月份，
该市引进省外境内资金25.9亿元，同
比增长9.8%，总量在10个省直管县
（市）中排名第一；实际利用外资1.13
亿美元，同比增长100%，总量在省直
管县（市）中排名第一。③4

巩义多措并举助推执行力提升

本报讯（记者 高超）6月 25日，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2017年应征
女兵网上报名于当日开始，8月5日
18时结束。2017年 12月 31日前，
年满 18岁至 22周岁的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均可报名。

据介绍，女兵一律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应征青年自行登录“全国征
兵网”（网址：http://www.gfbzb.
gov.cn），进行实名注册，填写报名
信息。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
5日 18时，不接受网上报名以外的
方式报名。

报名截止后，教育部学生信息
数据库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
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按照由
高到低的顺序，择优选择 6倍征集

任务数的女青年作为初选预征对
象。从8月6日起，兵役机关登录网
上报名系统，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
初选预征对象花名册》，在此范围内
组织征集。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
的，自行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
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并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此外，女兵征集的政治条件和
体格条件，按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
规定》《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
有关规定执行。综合素质考评将结
合体检工作同步进行，采取查验证
书、现场问答、体能测试等方式，对
参加体检人员的政治思想、身体素
质、文化素质、入伍动机等进行综合
素质考评，现场逐人公布考评分
数。③7

今年应征女兵网上报名开始

①①

6月27日，新密市白槐村村民在清洁屋顶的太阳能板。该村村民白清
州、白亚州兄弟俩投资40万元，利用自家房顶建起“自发自用，余电上网”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去年8月至今，除自用外，还把盈余的电能输送给
了国家。⑨6 张涛 摄

□本报记者 刘红涛

“一斤 3 块，今年咱这红梨又
丰收啦！”6月 25日，三门峡市陕州
区张湾乡红旗村村民张灯勤一脸
喜悦。

红旗村地处山区，苹果曾是村
里的优势产业。而近年来，小山村
却在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果品结构，
大力发展考密斯红梨。

2001 年，一次偶然机会，村党
支部书记朱春建得知山东省果树研
究所有个叫考密斯的红梨新品种，
全国还没有大面积种植，就买来果
苗进行试种，结出的果实香甜可口，
比山东的口感还好。

红梨虽然适宜种植，可村民不愿
意冒风险。“当时一棵苹果树还能结
三四百斤果，碗口粗的果树，我拎着
斧头转了几圈都下不去手。”张灯勤
对最初改种红梨的经历仍记忆犹新。

如何推动村里发展红梨？朱春
建和村“两委”成员示范带头。“我先

栽种，红梨三年挂果，8亩曾卖到13
万元，去年产量小点还卖了 8 万
多元。”朱春建对发展红梨信心更足
了，通过示范带动，全村苹果面积逐
年减少，发展红梨 2000多亩，每亩
收益 1万元左右。经过推广展销，
他们生产的红梨在北京、长春等城
市俏销，广州一些超市点名要红旗
村产的红梨。

目前，红旗村红梨已形成育苗、
生产、销售、储藏产业链条，经纪人
队伍有20多人，村里的红梨通过东
北口岸远销俄罗斯。

陕州区农牧局局长张恩龙介绍，
全区红梨面积已发展到 2万多亩。
去年，通过阿里巴巴大数据分析，陕
州红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0%。

“红梨让农民发了家，许多人到
市区买了房，把梨园当成了家庭农
场。”张湾乡党委书记孟繁昌规划着，

“今后要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
产，打造区域品牌，强化电商销售，让
红梨成为农民增收新途径。”③6

红旗村里红梨香

6月26日，光山县泼陂河镇杨榜
村农民罗传祥夫妇正在荷田捕获小龙
虾。罗传祥流转了82亩稻田，建成集
莲子种植和小龙虾套养于一体的立体
种养基地。⑨7 谢万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