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董学彦）7月
11日晚、12日晚，作为河南唯一入选全
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的剧目——大型
现代豫剧《燕振昌》在中国评剧大剧院
精彩上演，国家一级演员刘昌东、常俊
丽等豫剧名家倾情演出，将一心为民、
一身正气的时代楷模燕振昌的事迹演
绎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赢得了观众
的阵阵掌声。

据悉，此次会演由中宣部、文化部
主办，于 7月 2日至 29日在北京举行，
汇集了来自全国基层院团的30多台剧
（节）目，涵盖了豫剧、评剧、川剧、沪剧、

黄梅戏等二十几个地方戏曲剧种。参
演剧目主要反映中国梦时代主题，以常
在基层演出的现代戏、新编历史剧和传
统戏为主。

《燕振昌》由我省剧作家齐飞根据
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党委原书记燕
振昌的生前事迹创作，展现了一名基层
干部坚守信念、真抓实干、造福百姓的
高尚情怀。据悉，自2015年8月首演至
今，《燕振昌》已在全省巡演 260多场，
荣获 2017年度河南省委宣传部“五个
一工程奖”和“第七届黄河戏剧节”金
奖。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 实习生 杨贵
苗）为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工伤保险权
益，7月 13日，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牵头，联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安
监局、省总工会、省工信委等共同举办
的工伤保险集中宣传活动在郑州启动，
全省18个省辖市和10个省直管县（市）
统一联动宣传工伤保险政策。

农民工一旦遭受工伤事故后，劳动
关系确认难、工伤认定难、待遇落实难
问题比较突出。依法参加和享受工伤
保险待遇，已成为农民工最关心、最迫
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截至2016年年底，我省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达到2876万
人，而省内转移的1709万人中，参加工
伤保险的农民工只有 193.3万人，参保
率仅为11.3%。其中，建筑业农民工参

保率仅为3.5%。
据介绍，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按

照职工工资总额或全部职工个人缴费
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职工个人不缴
费。职工发生事故伤害，经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后，可以依据伤
残等级鉴定结论申请工伤医疗、停工
留薪、辅助器具配置、伤残待遇及工亡
待遇；对于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受伤
人员，工伤保险基金将承担终生护
理。

在郑州举行的集中宣传活动现场，
设有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
险待遇支付、劳动人事仲裁、劳动监察
等政策咨询台，向农民工普及工伤保险
知识。当天，全省共 2.1万人次接受现
场咨询，通过手机短信推送宣传语 21
万条。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戈）7月 12日，人
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正式公布 6月份
河南金融运行数据。据统计，6月末，全
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突破6
万亿元，达 60608.9 亿元，同比增长
10.4%；同时，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结构更
加合理，各项贷款持续较快增长，金融
尤其是贷款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依
然较大。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质量和效率进
一步提高。截至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
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达40688亿元，同
比增长 17.6%，较上年同期提高 3.6 个
百分点。

存贷比方面，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
币余额存贷比为67%，较上年同期提高
3.8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为61.2%，较
上年同期提高18.7个百分点。

从贷款结构来看，一是短期贷款
有所增加。6 月份，金融机构短期贷

款增加 269.1 亿元，同比多增 117.1 亿
元；二是单位中长期贷款增加较多。
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中长
期贷款增加 224.2 亿元，整个上半年
累计增加 1927.6 亿元，增量为去年同
期的 2.4倍，有力支持了企业的生产经
营；三是个人住房贷款增速继续回
落。6 月份，全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为 8052.6 亿元，较上月增加 170.8 亿
元，同比少增 63.7 亿元。自 2 月份以
来，全省个人住房贷款增速逐月回落，
6月份同比增速为 42.2%，较上月下降
3个百分点。

一方面，债券投资继续减少。6月
末，金融机构债券投资余额为4819.3亿
元，同比增长 25.9%，增速较上年同期
回落 21.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股权及
其他投资增加较多。6月末，股权及其
他投资余额为 4115.1 亿元，当月增加
412.8亿元，同比少增24.6亿元。②9

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突破6万亿元

省内农民工参保率仅为11.3%

全省联动集中宣传工伤保险

豫剧《燕振昌》进京会演

□本报记者 李若凡

对鲁山县振江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来说，今年又是个丰收年。

“我们托管种植的3000亩‘新麦
26’亩产达 1060斤，仅此一项，就有
20多万元的净利润进账。”7月13日，
振江合作社经理刘振江说。

刘振江说的“新麦26”，是一种优
质小麦，2014年秋被振江合作社引进
种植。

鲁山县并不是传统上的优质小麦
种植地，当地百姓习惯种植普通小麦。

“种植优质小麦，还是中储粮平
顶山直属库的老兄们帮我拿的主
意。他们跟我说，优质麦要比普通麦
的市场价高 0.1到 0.15元，而且需求
量很大。”刘振江说。

“担心产量、质量和销路问题，
2014年我只试种了100多亩。”他回
忆说。

那年8月底，中储粮平顶山直属
库派人和刘振江一起到延津县采购
优质麦种，还从省农科院请来专家进
行技术指导。2015年夏收，刘振江的
优质小麦试验田亩产980斤，比种植
普通小麦高出不少。中储粮平顶山
直属库帮他联系了漯河中粮面粉厂

直接收购，仅此一项就比种植普通小
麦增收了1万多元。

尝到了甜头的刘振江彻底放心
了，不仅自己的地全部种上了优质小
麦，还鼓励其他农户也跟着种。刘振

江发自肺腑地感谢中储粮平顶山直
属库。“2016年合作社遇到了困难，他
们又帮我渡过了难关。”刘振江说。

去年受气候影响，我省小麦品质下
降，振江合作社的小麦也遭遇销售难。

关键时刻，中储粮平顶山直属库帮忙联
系了多家饲料厂帮助售粮，振江合作社
不仅没有亏损，还盈利5万多元。

今年 6月份，中储粮西安分公司
一家直属库的业务人员到平顶山采
购小麦。中储粮平顶山直属库主任
王玉生得到消息后，主动向西安这家
直属库推荐了振江合作社。经过考
察，对方对小麦质量非常满意，当场
表达了采购意向。

刘振江告诉记者，有了中储粮平顶
山直属库的指导，振江合作社的生意越
做越大，日子越过越顺：合作社托管的
耕地扩大了一倍，新添了许多先进生产
设备；他的“座驾”也换成了路虎……

王玉生说：“中储粮可以及时将市
场信息传达给合作社或种粮大户，同
时把粮企资源、技术资源、政策资源介
绍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壮大。他们
做好了，意味着我们也有稳定的优质粮
源。可以说，达到了多方共赢。”③6

改种优质麦 钱袋鼓起来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
2017年员工招聘启事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是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为己任的地方性金融机构。目前，全省共有 139家市县法人机构，
5292个机构网点，在岗员工近6万人，资产规模超1.5万亿元。机构网
点遍布全省，覆盖城乡，现已发展成为支持河南“三农”发展的金融主
力军。现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为辖内有关农商银行、农信联
社公开招聘劳动合同制员工。招聘有关事宜请登录河南省农村信用
社网站（www.hnnx.com）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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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粮收储篇

中储粮平顶山直属库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测入库小麦质量。⑨7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7月 12日，
武陟县大封镇前
孔村木耳种植户
在晾晒玉木耳。
在精准扶贫中，
村里帮助郝葡萄
种植了大棚木
耳，现在每年纯
收入达 6万元，
成功实现了脱贫
致富。⑨6 杨
帆 摄

□本报记者 尚杰 刘志强

在天安门广场上撒欢，在国家博物
馆内参观，在清华大学游览，还到北京
人文大学国学院参加国学讲堂……7月
13日，来自新蔡县的 30名留守娃在北
京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晚上7时许，孩子们被一一交到家
长手中。值此，2017年留守娃千里探
亲画上圆满句号。一年一度的活动已
经结束，但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探
讨，远没有结束。

欣欣妈妈的纠结

10岁的杜欣欣长着一双漂亮的大
眼睛，性格活泼开朗，是30名留守娃中
的“小明星”。

欣欣常年跟姥姥、姥爷住在一起。
从新蔡县出发前，记者曾到她家里探
访，一面墙上贴满了奖状。姥姥说，欣
欣过完暑假就该上四年级了，她平时很
听话，学习成绩也不错，几乎没怎么让
老人操过心。

欣欣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她一年
多没见到妈妈了，好几年都没有见到爸
爸了，蛮想他们。很难想象，这个仅有
10岁的小姑娘说出这个有点残酷的事
实时，竟然异常平静。

为了迎接孩子到来，欣欣妈妈杜女
士专门请了两天假，全程陪着孩子游
玩。杜女士说，自己不到20岁就外出打
工，北京、东莞、新疆都呆过。欣欣出生
后她一直带在身边，直到该上小学了，才
把欣欣送回了姥姥家。

“我也舍不得孩子，总觉得对她有
些愧疚。”杜女士说，为了跟孩子团聚，
她曾回县城工作过两年多，但最终还是
选择了外出。“找了几份工作都是卖衣
服的，生意不景气，收入也很低。”

但眼下，一个问题摆在杜女士面
前。过完暑假，欣欣姥姥就要到新疆照
顾快生产的儿媳妇，没办法再照顾欣欣
了。回老家吧，收入太低；不回吧，没人
照顾孩子。杜女士说，这个问题让她很
纠结。

康宁爸爸的无奈

7月 12日晚，孩子们汇报演出后，
在欢天喜地的气氛中，刘康宁、刘康乐
姐弟俩神情有点落寞。他们的爸爸妈
妈没有赶来，没能看到姐弟俩表演的
节目。

一直到深夜，爸爸妈妈才赶到孩子
们所在的宾馆。爸爸刘峰说，两人在廊
坊市永清县的一家服装厂打工，距离北
京有点远，加上堵车，就来晚了。

第二天上午，刚参加完孩子们在天
安门广场的第一个活动，刘峰就要带着两
个孩子回去。“我俩就请了一天假，来回要
倒好几趟车，晚了赶不上明天上班。”刘峰
的话里满是无奈，他知道对孩子的关心和
照顾远远不够，但却无力改变。

另外一个孩子的父亲孙军旗，也有
着同样的感受。

孙军旗在北京从事玻璃幕墙装修，

他开着私家车来接孩子。“我初中没上
完就辍学了，一直在外面打工，现在条
件好些了，想让孩子们受到更好的教
育，但发现很难。”孙军旗说，做装修收
入不稳定，地点来回换，根本没法将孩
子带在身边。

民办学校的呼吁

无论是欣欣妈妈，还是康宁爸爸，
虽然有各自的纠结和无奈，但他们最关
心的，都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如何能让
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拥有美好的明
天？这是他们聊不完的话题。

新蔡县工商联副主席、民办学校联
盟发起人刘峰，每年都是新蔡留守娃探
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他看来，现有
条件下，很多留守儿童的家长都会把孩
子送进民办学校，因为这些学校采用的
是“包吃住、管接送、全封闭”的管理模
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家长对孩子
照顾的不足。

数字印证了这一说法。拥有40万
外出务工人口的新蔡县，民办学校数量
不仅多于周边县区，在全省也居前茅。
目前新蔡县拥有民办学校107所，其中
投资500万元以上的30多所，在校学生
6.1万余人。这些民办学校以幼儿园和
小学为主，生源主要是留守儿童。

“可以说，数目庞大的留守儿童推动
着新蔡县民办教育的发展。”刘峰说，民
办教育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解决留守儿
童问题提供了出路。但眼下，民办教育
遭遇着不少难题，教职工大批流失，资
金投入严重不足，数量多但规模偏小，
都影响着民办学校的发展。“希望有更
多的教育资源向民办学校倾斜，尤其是
向以留守儿童为主要生源的学校倾
斜。”刘峰呼吁。③6

他们的明天需要更多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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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清华大学合影留念 ⑨6

孩子们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⑨6

本栏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孩子们欢呼雀跃 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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