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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农网电改带来持久动力

“这台变压器并网投用后，我们村的冷
库再也不用担心停电了，今秋丰收在望的
板栗也不愁销路了。”8月6日，罗山县铁铺
镇九里村支书何国利指着冷库边新建的变
压台区高兴得像个孩子。

两岸青山叠翠，一泓碧水夹峙期间，山
远水阔，白鸟点点。

这风光旖旎，恍若世外的地方，就是九
里村，除了闻名遐迩的九里落雁湖宽阔的
水面，九里村就只剩高低起伏的大山了。

三年前，何国利和村里另外几位致富
带头人自筹资金300余万元，建起了库容
近千吨的冷库，终于解决了板栗滞销生虫
只能丢弃沤肥的苦痛，然而以往深山区经
常停电的现实，让他在冷库建成后不得不
又投资近十万元买了30千瓦的发电机。

罗山县供电公司驻村第一书记魏思平
说，板栗如果卖不上好价钱，贫困的乡亲们
生活会更加拮据。他派驻到九里村的第一
件事，就是帮这个村申请农网电改资金，新
建改建配变台区7台，全村配变容量从340
千伏安增加到940千伏安，彻底解决了这
个村电量不足、电压不稳、经常跳闸停电的
难题。

围绕信阳8个贫困县550个贫困村的
脱贫要求，“十三五”期间信阳农网建设改
造规划投入 53.17 亿元，全面消除贫困地
区供电短板问题，满足贫困地区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用电需要。

根据山区特点，他们还创造性地实施
“三小”（小容量三相变压器、小容量单相变
压器、简易35千伏变电站）治“三低”（低电
压、低可靠性、低效能），既节省大量资金，
又解决了农村低电压难题。

据介绍，2017年该公司配电网工程项
目总投资达9.87亿元，其中贫困村电网改
造项目投资3.58亿元，已完成投资3.06亿
元，完成率85%。截至目前，450个贫困村

电网改造任务全部开工，已完成338个贫
困村电网改造，完成率75.11%。

电力增容助力产业发展

喻晓惠是商城县伏山乡人，家里上有
年迈的双方父母，下有两个正在学校苦读
的孩子。2017年春节过后，以往多年在外
打工的她夫妇二人，在离家二十余公里的
县产业集聚区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不仅有
了可靠稳定的收入，每周日还能回家照顾
父母、看护孩子，干干农活。

这得益于去年 8月，商城县 110千伏
绿水变电站顺利投运，为商城县产业集聚
区的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信阳是劳务输出大市，有 200多万人
常年在外务工，收入微薄，也照顾不了家
庭。

产业集聚区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引擎，
也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力军。信阳供电
公司全力服务所辖电网内 15个产业集聚
区，将电力增容作为服务城镇转移就业脱
贫的基础工作来完成。

信阳供电公司提前介入产业集聚区发
展规划，及时了解集聚区中长期发展用电
需求，超前做好电网规划与建设，滚动修编
《产业集聚区电力设施布局规划》并及时投
资建设。“十三五”期间，共为包括固始在内
的信阳八县县城、产业集聚区等县域经济
发展载体安排资金35亿元，实现110千伏
变电站覆盖所有产业集聚区，10千伏主干
线路互联率达 90%以上，全面提升城镇、
产业集聚区等对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
发展以及贫困人口转移就业的承接保障能
力。

用电有保障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
产业集聚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来此就业，
有的还将孩子接到县城上学。

结对帮扶助力脱贫攻坚

息县张庄村是信阳供电公司的对口扶
贫村，全村有贫困户86户253人。

2015年 9月份，信阳供电公司挑选林
杰前往该村任第一书记。经过充分调研，
林杰很快制定了详细的三年扶贫规划，提

出了精准扶贫 6大目标和 4项工作措施，
并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

第一书记下村后，信阳供电公司坚持
持续跟踪，及时解难。林杰下村不到三个
月，公司就组织开展了“春风送暖，幸福冬
天”志愿者活动，请医院医生到村义诊，为
近200名老人免费送医送药、照福相、裱相
框、留纪念；为学生送来图书400套、书包
100个、玩具 300个；开展用电安全教育，
检修用电线路，让乡亲们切实感受到供电
企业的温暖。

在信阳供电系统驻点扶贫的 10个村
中均选派精干中层干部驻村担任第一书
记，307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1259户贫困
户，帮扶结对覆盖率达到100%。

信阳供电公司总经理徐建告诉记者，
全市供电系统已落实驻村贫困户脱贫资金
近2300万元，其中：进行台区、户表和低压
配电设施改造电网投资1200余万元，用于
村文化广场、道路修建、村级光纤通网、农
村安全饮水工程、粮食高产田项目以及种
植、养殖项目投资等其他投资 1000余万
元，电力脱贫攻坚“开路者”“先行官”作用
凸显。15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柴光临

七月骄阳似火，固始县暑假开始万名
教师大走访活动恰如一阵清风掠过大地，
给千家万户带来别样的清凉与感动。

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表示，这是重拾
教育传统、回归教育本源、推进教育扶贫、
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力举措。

据固始县教育体育局统计，自7月 15
日开始，全县13000余名中小学老师，已走
访学生家庭37115户，涵盖建档立卡贫困
学生15000余人，把爱的脚印留在了大别
长淮的青山绿水之间。

圆了一个心愿

7月 15日，县实验艺术小学教导主任
马国宇和四（1）班老师杨庆浩一起来到家
住二里井村鲤鱼地村民组的小学生徐泌元
家，他爸爸患有血友病，丧失劳动能力，哥
哥还在上高中，全靠妈妈打零工支撑着。

家访的老师还特地带来他的几位好朋
友以及专门给他买的课外书。师生相见、

伙伴相聚，格外亲切。大家一起阅读，一起
绘画，内向、不爱交流的孩子逐渐开朗起
来。马国宇一边轻声给他讲卫生知识，一
边还帮他洗头。

当听说孩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电影院
看一场电影时，第二天下午，马国宇专门让
自己的两个儿子陪着徐泌元到县电影院里
看了一场《神偷奶爸3》。

撑起一片绿荫

赵岗乡贫困学生秦超是固始国机励
志学校校长洪念国的走访对象之一。秦
超没有母亲，与年逾六旬、智力有障碍的
父亲相依为命，仅靠种两亩田地维持生
计。三间建于上世纪 80年代的平房一到
下雨便顺着楼板缝到处漏水，只能支起塑
料薄膜勉强栖身，可谓家徒四壁。此情此
景，触痛了洪念国的心，从走进秦超家门
的那一刻，他决定自己出资帮他家维修房
屋。

来国机励志学校上学前，小秦超几
个月吃不到肉是常事。到国机励志学校
后，小秦超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不仅学

习刻苦，而且严格遵守纪律，在同学中表
现出众。

暑假没过一半，小秦超见校长来到自
己家中，眼圈忍不住就红了。洪念国详细
了解了他的家庭情况，一再鼓励他要克服
自卑思想，努力学习，自立自强，孝敬老人，
多帮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刚刚于去年9月才开班上课的国机励
志学校，1800余名学生中，就有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近千人，分布在全县32个乡镇办
事处。当听说县里开始大走访活动后，许
多正在外地休假的老师连夜购票，纷纷从
全国各地赶回家乡。

洪念国说：“让我们以爱的名义，在烈
日酷暑之下，为贫困学生撑起一片清凉的
绿荫！”

接受一次洗礼

在往流镇邓圩村闫恒志、闫恒路的家
里，来自国机励志学校的汤娜、梅孔雪两位
老师一边教孩子整理书包、衣物、床铺，领
着他们打扫院内外卫生，一边教育孩子说：
物质上的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

贫困。从小要学会自立自强，坚持做自己
能做的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活出精气
神来。

两个孩子看着满身是汗的老师，眼里
噙满了泪水。

固始一小校长汪静在走访当日归来的
笔记中这样写道：走访的过程，是全面了解
学生的过程，更是一次老师灵魂洗礼的过
程。

“当贫困孩子破烂不堪的家庭，真实
残酷地呈现在每个老师眼前时，让党和
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惠及万户千家的责任
感就会油然而生。”多次跟着老师一起，
走进贫困学生家中的固始县委常委、副
县长兼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的常海
峰深有感触地说，“很多贫困学生的父
母，常常无法履行家长的义务，那就让老
师做他们的家长。这是我们的责任，也
是我们的光荣！”

固始县县长王治学显然站得更高，看
得更深：“我们更希望通过持续开展学生家
访活动，让所有老师深刻理解阻断贫穷代
际传递的重大意义，不断增强教书育人、主
动承担教育扶贫的责任和使命。”15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陈世军）按照《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活动方案》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考核办法》的要求，经省农业厅遴选推荐和农业部委托的第
三方机构公开评估和认定，罗山县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农产
品质量安全创建试点单位。创建试点期间，通过农业部的考
核验收后，将被正式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市）”。

此外，罗山县还成为农业部确定的“茶叶有机肥替代化
肥示范试点县”。据悉，农业部在全国优选 100个果菜茶种
植优势突出、有机肥资源有保障、有机肥施用技术模式成
熟、产业发展有一定基础、地方有积极性的县（市）区，开展
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示范试点县（市）将开展一系列工作，
以提升种植与养殖结合水平、有机肥施用技术与配套设施水
平、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创建水平及主体培育与绿色产品供给
水平。15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杨绪伟）8月 1
日，由人民日报《中国城市报》社、中国保健营养理事会、中国
健康城市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河南省商城县荣获“中国长寿
之乡”暨“中国健康小城”授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地处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山光水色，钟灵毓秀，曾获评
中国最美丽县、全国绿化先进县、中国最具幸福感县级城市，
绿化率高达85%以上，被誉为“天然氧吧”“空气维生素生产基
地”，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在330天以上。

商城人擅歌舞、吃炖菜、泡温泉、常喝茶，性格平和清俭，
注意养生。据统计，人口不足80万的商城县，健在的百岁以
上老人有83人，区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6.1岁。

近年来，该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围绕“让人民幸
福长寿”目标，不断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从 2003年起
按照每人每月200元的标准发放百岁老人高龄生活补贴，从
2016年起按照每人每月 100元的标准为 90周岁以上老人
发放高龄生活补贴，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办理《老年人
优待证》，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参保参合率达到 100%。该
县还新建了老年公寓和社会福利中心、农村幸福院、城镇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等，有 15所敬老院被评为全省星级敬老院
和全市达标敬老院。

该县积极倡导孝亲敬老文化，推进移风易俗，广泛开展评
选“幸福家庭”“孝心家庭”等活动，建设政府关怀、社会关心、
家庭关爱三位一体的敬老爱老体系，让全县的老寿星们都能
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普遍尊重。如今“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长寿文化在商城县已蔚然成风。15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韩浩 郝猛）8月
13日，记者从淮滨县获悉，在7月全国爱卫会公布的2014―
2016周期国家卫生县城名单中，淮滨县城榜上有名，正式获
得“国家卫生县城”称号。

淮滨是一座水景环绕、人文相融的城市，既有江南的秀美
水乡风貌特质，又有北国的厚重文化底蕴，先后被评为全国双
拥示范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县、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县、中国生
态魅力县等，并成功入围全省第一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试点
县。

自2016年启动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省级文明城市以来，
淮滨县投入资金3亿元，实施主干道建设与背街小巷整治工
程，新建和改造了58条街道，路面硬化6500米，人行道硬化
5.5万平方米，道路硬化率在86%以上；建成了政府广场、文化
广场等公共场所；购置4辆垃圾运输车，建设地埋式垃圾中转
站8个，压缩式垃圾中转站2个，设置垃圾箱、果皮箱900个；
新建公厕3座，改建公厕2座；建成县城污水处理系统，生活
污水排放达到一级B标准。15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卢云 周旸）8月
10日，国家体育总局公布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项目名
单，信阳市鸡公山户外运动休闲小镇项目入选。鸡公山是本
次评选中河南省第一入选的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据信阳市体育局局长刘敏介绍，国家体育总局主导的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是以运动休闲为主题打造的具有独特体育
文化内涵、良好体育产业基础，集运动休闲、文化、健康、旅游、
养老、教育培训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空间区域、全民健身发展
平台和体育产业基地。

8月12日，鸡公山风景区总经理蒋中亮告诉记者，鸡公山
成功入选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后，就迎来两场让世人瞩目
的公益活动。当日上午9时许，来自江苏淮安和信阳两地，参
加“信淮夏令营”的50名小学生和家长、老师一起，沿鸡公山
登山古道启深度探寻豫南名山的攀登之旅。与此同时，参加

“2017新豫商行读中原徒步活动”，来自北京、郑州的80位勇
士，也挥汗行走在鸡公山下，用脚步丈量老家河南。当日清晨
6时，他们从豫鄂两省界武胜关出发，徒步走完到鸡公山的26
公里行程，随后的十天时间内，还将从信阳一路北上，途经驻
马店、漯河、许昌，最终到达郑州东区。

近年来，鸡公山持续突出“体育+健康+旅游”主题，积极
探索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持续多年举办了全国
新年健身登高大赛，积极承办全国山地自行车赛、户外定向
赛、公益夏令营、健身徒步大赛等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运动休
闲活动，运动休闲特色品牌日益鲜明。15

罗山县

入选农业部质量安全双试点县

商城县

荣获“中国长寿之乡”称号

淮滨县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鸡公山入选国家首批运动休闲特色小镇

访在青山绿水间
——固始县“万名教师大走访”力促“扶贫扶志助成长”

倾心老区助脱贫
——信阳供电公司推进电力扶贫攻坚纪事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甘仁伟 林平

“这是国家电网河南电力公司对

800余万信阳老区人民的庄严承诺，

也是信阳供电人对 38万未脱贫父老

乡亲们的历史责任。”8月 14日，谈起

近三年电力扶贫目标任务，信阳供电

公司党委书记江建话语坚定——

通过三年努力，110 千伏变电站

覆盖信阳所有产业集聚区，110千伏、

35千伏容载比均达 1.8 以上，供电可

靠性、供电质量大幅提升，贫困村 10

千伏户均配变容量由目前的 0.69 千

伏安提升至1.5千伏安以上、供电保障

能力实现翻番，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奠定基础。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信阳供电

公司积极履行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勇当脱贫致富先行官，致力于让老区

人民早日过上富足生活，多措并举，党

员之星和电力之光在大别长淮间闪亮

辉映。
信阳供电公司为信阳产业集聚区发展增容

罗山县九里村新增配变容量为村民存放板栗的冷库带来充
足持续电力

信阳遍布城乡的电网为脱贫攻坚带来坚实保障

突出“体育+健康+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