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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马志全
张宇）8月16日下午，西峡县检察院的法官来到中铁六
局蒙华铁路十七标段（西峡段）项目部对相关工程项目
进行审查。带队的检察长路祎说，该院近日与河南尧
栾西高速建设有限公司成功会签《开展预防职务犯罪
工作的实施意见》，按下了检察机关服务重大项目建设
发展的快进键。

为确保“实施意见”落地开花，西峡县人民检察院
推行“641”预防工作机制，即对工程项目审批、土地出
让、建设规划、招标投标、工程设计变更、资金拨付等六
个方面130余个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同步预防，对于合
同标的达到100万元以上的工程项目进行跟踪监督和
备案审查；从制度建设、权力制约和监督、行政监管、市
场环境等方面开展专题预防。该院还安排检察官走进
企业定期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法制讲座，并解答干部职
工涉法难题。

截至目前，该院已为境内3个“国字号”工程项目
建设开展同步跟踪预防 15次，开展专题预防活动 11
次，为企业开展法制讲座17次，使400名党员干部职
工接受“法律营养大餐”。7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通讯员 廖涛）为推
进村级组织阵地建设、密切党群干部关系、帮助群众脱
贫致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南召县于8月 15日启动

“党员管干部带支部”结对帮扶活动，让每一个基层党
组织有一个“帮扶人”，计划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此项活动。

在“党员管干部带支部”结对帮扶活动中，该县所有
处级党员干部、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人大主席、党委
副书记、县直单位一把手、部分县直单位班子成员为帮
扶责任人，以全县310个行政村（社区）党组织为帮扶对
象，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确保每个村级党组织都有一
名党员干部帮扶，活动任务完不成党员干部不脱钩。届
时，各帮扶人将以普通党员身份，支持乡镇党委工作，帮
扶村党支部工作，重点完成推进阵地建设、密切联系群
众、帮上致富项目、全面实现脱贫等四项任务。

该县要求帮扶干部坚持每月住村1—3天，利用一
早一晚走访群众，了解村情民情、访贫问苦，因地制宜
解决思想问题、解决发展困境，让老百姓在村党支部的
带领下走上脱贫致富之路。据悉，该县将“党员管干部
带支部”结对帮扶活动纳入年度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
纳入结对帮扶干部年终述职报告的必述内容。7

南召一对一
帮扶基层党组织

西峡检企共建
护航国字号工程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葛荣亮

这是一个诞生于荣耀、成长于风
雨中的企业；这是一家为我国印刷工
业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和数
字化时代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这是
一家从生产电影、军工用感光材料发
展、演变成为我国最大的印刷用感光
材料科研、生产基地的企业。

风风雨雨45载，它的发展深深打
上了时代的烙印。在乐凯华光印刷科
技有限公司建厂45周年之际，记者走
进这家企业，倾听关于它的故事——

周总理关怀 选址建厂
诞生写满荣光

“我们厂从筹建到确定厂址，从建
设到投产，周恩来总理在国事繁忙中，
都亲自过问。”虽然事隔近50年，但提
到这段往事，乐凯华光的老员工们眼
神里有抑制不住的自豪。

1969年 8月 15日，在全国电影工
作会议上，国务院决定，在三线地区建
设一座胶片洗印工厂，产品方案为军
工胶片、彩色电影胶片、电影拷贝片
等，代号为“815”。在周恩来总理的亲
自过问下，作为一个特定的政治任务，
第二电影胶片厂和洗印厂的筹建工作
排上建设日程。

很快，选址小组成立了。选址小
组首先对陕西关中地区的5县13个点
进行深入调查，初步选定3个地址，但
经审查，不符合战备要求。

而在豫西伏牛山腹地、黄花墁下，
有一条长不过2公里、宽不过300米的
狭长山谷，山高林密，地势隐蔽，水源
丰富，气候温和，无风沙，是一个建设
电影胶片厂的理想场所。这里被选址
小组发现，并经周恩来总理的同意，确
定为电影胶片厂的厂址。

在选址工作紧锣密鼓开展的同
时，第二胶片厂的生产装备制造、技术
攻关、人员调配等工作，也在紧张地进
行中。

1973年 4月 1日，伴随着削山填
谷的隆隆炮声，第二胶片厂总厂的建
设正式拉开帷幕。参加本次建设大会
战的有上海5个包建单位以及石油化
工部、化工设计院等9个单位。

寒暑易节，1977年7月27日，第二
胶片厂举行隆重的竣工验收大会。参
加会议的建设者和创业者禁不住热泪
盈眶，因为，在他们的手中，一座现代化
的胶片城终于矗立在荒凉的大山深处。

据粗略估计，最早参与二胶总厂
建设的创业者有上万名。“他们从祖国
的四面八方汇聚在这个狭小的山沟
里，四周是人迹罕至的密林，脚下是崎
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夜里听到的是风
吹林吼，时不时还传来野兽的吼叫
声。”企业的老员工对当年的艰苦岁月
记忆犹新。艰苦条件，也没能阻挡奋
斗的热情。一条条生产线相继建成，
一个个车间相继建成，一批批产品相
继走下生产线。

克难攻坚 破茧成蝶
跻身世界前四

企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投产当年，企业亏损 560 多万

元。到1979年，3年累计亏损1000多
万元。面对困境，大家没有被吓倒。

厂领导班子深入车间、生产岗位，调查
研究，查找问题，寻找出路，制定了“三
年扭亏，三年站住脚，五年发展”的目
标规划。在技术改造、提高工作效率、
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
济效益、调整产品结构、研发新产品、
稳定职工队伍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改革
调整措施，企业渐渐扭转了局面，1980
年实现盈利 416万元，摘掉了亏损的
帽子。

随着电影受电视的强烈冲击，电
影胶片的需求量在日益减少，企业面
临着转产的局面。领导班子审时度
势，带领全体员工于 1978 年开始开
发、研制印刷用感光材料。当时我国
只有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用进口涤纶
片基生产印刷胶片，一直供不应求。
第二胶片厂充分发挥自己生产涤纶片
基的优势很快就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

品，1979年试制出YZ-600型正色性
印刷制版胶片，接着YZ系列正色性、
YQ系列全色性分色印刷制版胶片相
继研制成功并顺利投产，为我国的印
刷工业和印染工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
制版产品。

随着激光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
技术的发展，印刷制版也在实现新的
变革。激光照排，电子分色及后来的
桌面出版系统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使
国内的印刷工业告别了“铅与火”的时
代。第二胶片厂相继研制出各种光源
的激光照排片，电子分色片及激光影
像片。1989年 5月17日，胶印印刷用
的版材——PS版生产线正式投产，第
二胶片厂真正成为国内印刷感光材料
工业的科研和生产基地。第二胶片厂
也继柯达，富士胶片，爱克发三大感光
材料商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印刷感光

材料供应商。
第二胶片厂由一个生产军工胶片

和电影胶片的战备工厂，搭乘上世纪
80年代的改革春风，调结构、拓市场，
华丽转身，成为印刷感光材料市场大
潮中的领军者。

为改变“交通不便制约企业发展”
的局面，1990年初开始，二胶人开始
谋划走出大山，整体搬迁至南阳。第
二胶片厂领导班子经过周密部署，在6
年的时间里，通过将生产经营及生活
新建项目和设施逐步转移的方式，使
整个搬迁工作有条不紊，平稳迁移。
搬迁工作得到国务院三线办的嘉奖。

砥砺奋进 再谱新章
创新永不停步

2010年 11月 22日，由中国乐凯

集团第二胶片厂改制而成的乐凯华光
印刷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揭牌仪式并正
式挂牌运行，乐凯华光作为中国印刷
感光材料生产研发基地，是同时具备
胶印版材、印刷胶片、柔性树脂版材和
数字喷墨材料生产能力的国有大型企
业。其从20世纪跨越到21世纪，历经
4次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推动国内
印刷从“铅与火”到“光与电”、从“光与
电”向“数字化”、从“数字化”向“绿色
环保和数字化并重”方向发展的过程
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3年，张涛接过乐凯华光总经
理接力棒，成为这家企业新的“掌舵
人”。上任后，除了在增强核心竞争力、
拓展产品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外，他更适
时地提出“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让
员工生活得更幸福、更体面”的指导思
想，让生产工作亦成为一件幸福的事
情。窗明几净的工作环境、绿意幽幽的
厂房庭院以及各类文体活动让乐凯华
光弥漫着浓浓的“幸福”味道。整套的
人才培养计划、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以
及丰富多彩的企业活动等等这些元素，
更成为汇聚人心的黏合剂。

满满的幸福感转换成企业发展的
不竭动力。近年来，乐凯华光一路凯
歌、捷报频传。2014年，乐凯华光成
功重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旗下的科印近代公司和中印器材公
司，进一步完善了产能布局，提升了市
场竞争力和话语权。2015年，顺利引
入战略投资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股权多元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此举促
进了企业机制体制创新，提升了企业
持续发展能力。2017年 4月27日，由
乐凯华光和南阳东福印务合资成立的
河南华福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举行成立
暨揭牌仪式，两家公司成功完成战略
重组。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涛谈到企业的未来踌躇满志：“乐
凯华光将以‘企业发展，员工幸福’为
宗旨，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团结进取’
的企业作风，坚持‘打造华光精品，真
诚服务印刷’，抓住信息和数字技术快
速发展的市场机遇，充分发挥独有的
先进涂层材料专有技术，努力将乐凯
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成为中国
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印刷感光影像
材料生产、研发基地，具有世界一流核
心技术、具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具备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把

‘华光’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叫响。继续
为提高中国胶印印刷版材的国际竞争
力，为我国印刷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曾经它蜗居在小山沟；如今，它挺立在世界四强。风风雨雨45载，历经
4次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乐凯华光——

创新,一直在路上

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认真负责的检版女工

印版生产线主控台

如何解决贫困县产业发展中的资金荒问题？如何发挥金融在扶贫工作中的保障作用？且看内乡——

用金融活水“解渴”产业扶贫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崔鹏

“加入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通过养殖
分红，我一年就能分到3200元。”8月19日，
内乡县赵店乡袁寨村贫困户李朝盈领到了
今年养殖全覆盖第二季度分红的800元钱，
他高兴地说，“年底就能脱贫摘帽了！”

作为秦巴片区贫困县，内乡县有贫困村
88个，建档立卡贫困户 14353户 38529人，
将在2018年脱贫摘帽。“聚爱农牧专业合作
社”是该县依托养殖龙头企业、用活金融扶
贫政策的一次创新实践。

李朝盈今年已经60岁，常年一个人靠打
零工维持生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长期的
慢性病导致他无法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
致富的目标。于是,他利用到户增收资金加
入“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从而获得产业分
红和务工收益。

为何要建全省最大的合作社

“聚爱农牧专业合作社恐怕是全省最大
的合作社了。”来自省工商局工作人员一句
看似玩笑的话却也道出了事实，“聚爱农牧
专业合作社”由全县1.3万多户贫困户，共同
组成。

按照扶贫政策，每个贫困户可以在银行
申请扶贫贷款，用于脱贫产业的发展。然而
由于贫困户多数没有固定产业，缺少劳动能
力，没有固定资产抵押，靠个人很难顺利从
银行享受到政策红利。

“金融资源如同水池库，没有管道无法
开闸放水。要想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至贫
困户，还需要政府为银行和贫困户牵线搭
桥，提供平台。”内乡县县长杨曙光说，在政
府主导下组建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贫困户
自愿签署协议，把到户增收项目资金作为股
金，投入到合作社，由政府平台公司做增信，
国家开发银行、农信联社等金融机构向加入
合作社的贫困户提供一定数额的贷款，并委
托合作社统一经营发展。聚爱农牧专业合
作社就是结合养殖龙头企业——牧原公司
对标准化养猪设施的需求，将这些资金用于
建设猪舍等养殖设施建设，然后租赁给牧原

集团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以此为分红和付
息来源。合作社将每年对入社贫困户提供
不低于 3200 元的回报，提高其经济收入。
贷款到期后，牧原公司负责收购猪舍，收购
资金用于归还贷款本金。形成“合作社贷款
建设—牧原公司租赁经营—贷款到期后牧
原公司回购”的模式，依托牧原集团养殖龙
头企业，实施养殖业对贫困户的覆盖，精准
发力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富。

合作社的成立，保障了没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能够定期得到分红，同时，对于有一
定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可以在合作社务工实
现收益。目前，聚爱合作社已经实现两次分
红 ，累 计 发 放 分 红 款 1180.4 万 元 ，惠 及
13020户贫困户。

不仅如此，在合作社所建的猪舍上，一
块块光伏发电板更是连接着贫困户未来的
生活希望。

“我们村已建成18000瓦的分布式光伏
电站，产生的电能直接并入国家电网出售。
除去各种费用，每户贫困户一年可得到3000
元的分成。”作为县光伏发电项目试点村的

余关镇黄楝村村支书王建国介绍。
光伏发电项目，同样得益于金融政策的

支持。在国家鼓励实施光伏扶贫的政策
下，内乡县创新“政府+公司+金融+贫困
户”模式，由政府融资平台——控投公司筹
集资金1亿元，争取国开行3.8亿元、农发行
8000万元政策性贷款，破解了总投资额5.6
亿元的项目资金难题；成立内乡县聚能光
伏发电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利用
村级公共面积、机关单位屋顶、以牧原公司
为主的企业厂房屋顶和荒山荒坡等安装光
伏设施，按照每户对应 5千瓦的建设标准，
建设总装机容量为 71 兆瓦的光伏发电项
目，可确保约 1.4多万户贫困户年稳定收益
3000元，持续 20年，惠及全县所有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

产业扶贫的金融“活水
池”如何蓄满

产业扶贫，金融是瓶颈。没有启动资

金，产业脱贫困难重重。
如何下好金融“棋子”，激活产业发展

“棋局”，蓄满产业扶贫“资金池”？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不是资金荒，而是

资产荒。很多资金找不到优质的项目。政
府要做的就是用足用活金融政策，牵头成立
投融资平台体系，为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整村推进、旅游扶贫等项目高效推
进提供强大的平台支撑。”出身金融系统的
杨曙光有着自己的想法。

内乡一度是经济“洼地”，金融理念落
后，融资渠道单一，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
近年来，该县强化金融这个支撑点，实施金
融资源、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有效联动，使
产业、技术、就业等生产要素围绕金融资源
配置扶贫项目，解决发展中的要素保障和风
险控制问题。

县政府主导建设融资平台，形成政府性
投融资体系，融资平台根据项目性质和业务
范围分别承接光伏、养殖、土地流转、旅游、
教育、交通等不同扶贫项目，从而为项目推
进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目前，该县已争取
人行扶贫再贷款、国开行扶贫贷款以及农发
行等金融机构资金39亿元。

同时，发挥牧原公司总部经济磁吸效
应，设立基金，拓展融资空间。

与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试点开展政
策性种植业保险全覆盖，保险费由中央、
省、市财政承担 80%，县财政出资补贴由农
户承担的 20%保费，实现农户“零负担”投
保。探索实施“保险+精准扶贫”新机制，财
险公司把贫困户户主纳入协保员队伍，按县
财政补贴 20%保费的 1.25倍作为协保员的
劳务费发放，每年每户可增加收入500元—
1000 元。目前，这项工作正在 4个乡镇试
点。

“用好扶贫政策，建好信用体系，为银
行放贷设好‘安全阀’，让扶贫政策的红利
落实到贫困户的身上，让金融活水成为产
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就是金融扶贫的核
心。”杨曙光说，目前内乡县也在学习卢氏
经验，在信用体系建设，风险体系建设上不
断完善和发展，力求使金融扶贫更加精准，
更加深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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