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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戈
本报通讯员 徐俊杰 叶松

对于兰考人民来说，2017年 3
月 27 日是个特殊而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评估审定、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正
式成为全国首批、全省首个实现脱
贫摘帽的贫困县。

对于一个在 2013 年年底还有
7.94万贫困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而
言，短短 3年多时间如何取得这般
成绩？人们在惊叹的同时，也对兰
考的脱贫经验产生了浓厚兴趣。

“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与期望，帮助兰考摆脱贫困，必须要
在普惠金融上做文章。”中国人民银

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表示，
在兰考设立我国首个国家级普惠金
融改革试验区，探索一条金融扶贫、
金融普惠、金融支持县域发展的新
路，对河南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
示范意义。

何为普惠金融？从字面意思理
解，即普及金融、惠及民生。作为金
融体系中介于商业金融与政策性金
融之间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致力
于改变传统金融服务的理念、方式、
内容和对象，在平等和商业可持续
原则下，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
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提供适当、
有效的金融服务。

兰考发展普惠金融恰逢其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金融工

作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
金融要注重惠民导向，加快建设普
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
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
融精准扶贫。这为兰考的普惠金融
改革探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本着“边申报、边建设”的原则，
在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省市人民
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协同兰考县“甩
开膀子”开启了大胆探索——在全
省率先恢复了人民银行县支行发行
功能，保障县域现金供应，开设再贷
款、再贴现窗口，实施“百亿支农计
划”，推广“脱贫助力贷”信贷产品模
式；建设人民银行兰考县支行公共
金融服务大厅，开通服务窗口，全面
强化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公共金融
服务；积极探索金融扶贫路径，兰考
县先后推出“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等模式，由县财政出资设立风险补偿
金，由银行业机构放大10倍发放贷
款，保险业机构对贷款承保，省财政
对保费进行补贴。（下转第二版）

兰考构思：补齐县域金融短板
无论是对河南，还是对

全国而言，在兰考县设立全国首个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均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也承担着在兰

考这片“试验田”开展普惠金融先

行先试的庄严使命。

自2016年12月试验区获批以

来，兰考县立足“普惠、特惠、县域”三

大主题，着力打造“兰考模式”，在普

惠金融探索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本报自今日起推出“普惠金融

的兰考探索”系列报道，全方位阐

述试验区的设立初衷、破题之举、

实践路径以及开展探索的重要意

义，为全省各地持续推进金融扶贫

提供经验与借鉴。③6

编者按

□本报记者 卢松

最近，大工匠刘新安在忙两件大
事：一是带领车间工人加工一件直径
13米的大型齿轮，这是他参加工作以
来做的最大的齿轮；二是为《刘新安
操作法》作最后的定稿，这是他时隔9
年编印的第二本工作法，付印后将成
为全公司一线工人的新“教材”。

勇挑重担、主动担起公司急难险
重任务，善于钻研、做好做精铁疙瘩
上的“绣花”工作——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数控一车间镗铣床班
大班长刘新安，31年如一日扎根生产
一线，凭借勤奋努力和创新精神，完
成了从啥都不懂的学徒工到掌握世
界领先技术大工匠的人生飞跃。

刻苦钻研 技术越发精湛

9月30日下午，中信重工数控一

车间内，机器轰鸣，47 岁的刘新安
正指挥工人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大型
机械，精心打磨着重达百吨的齿轮半
成品。

“我们车间用的是世界最先进的
意大利FAF260数控镗铣床，从几十
吨到几百吨重的工件都能搞定。”刘新
安自豪地说，“而且精度能控制在0.05
毫米之内，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粗细。”

2007年，中信重工刚引进FAF260
数控镗铣床时，公司重型装备厂厂长
找刘新安谈话，希望他能操作数控设
备，这着实让刘新安犯了难。刘新安
高中毕业就接父亲的班，进入厂里当
学徒。以前手工机床和数显镗铣床
全靠经验与手工操作，刘新安凭着自
己的勤奋苦练，经常被评为厂里的先
进人物和年轻劳模。操作进口的数
控镗铣床，既要懂数控技术，又要会
英语，但是这两样刘新安都不在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就是要在关
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嘛！”没有太多
犹豫，刘新安就答应下来。

为了早点儿驾驭国际先进水平
的机床，刘新安跟在徒弟后面学数控
技术，死记硬背编程英语，还专门报
考了数控技术成人大专班，每天对着
说明书琢磨到半夜。累了，就站着
看，瞌睡了，（下转第三版）

刘新安

不改匠心铸精品

□夏远望

10月 9日，省纪委公布“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

强化监督检查确保廉洁过节情况”。统计显示，截至10月

8日 18:00，全省没有发生“四风”舆情反映和重要情况，没

有发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出问题，实现了向中纪

委和省委两个“零报告”。(见10月10日本报报道）
传统节日，既是欢乐喜庆的好日子，也是检验干部作风的

关键期。作风建设过硬不过硬，关键时节见操守。“零报告”好

比显像仪，见微而知著。两个“零报告”，干干净净、干脆有力，

彰显了全省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是河南上

下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不断深化作风建设的具体体现。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不打招呼、不定路线，

直奔基层、直插末端，针对“四风”变异问题，我省纪检监

察系统监督执纪的手段不断“升级”。两个“零报告”告诉

我们，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突出问题导向，不断拧紧螺丝、

上紧发条，狠抓制度建设，既拔作风之弊的草，也铲“四

风”滋生的土，对不正之风“露头就打”，才能让党员干部

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立规矩“治身”，更需强信念“治心”。作风问题本质

上是党性问题，返璞归真、固本培元，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才能

不断将八项规定内化为思想自觉，把从严从实外化为实

际行动。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敬

畏之心，处处“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就能让清正

廉洁的“零报告”实现常态化、长效化。

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从遏

制“舌尖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再到整治

“会所里的歪风”……五年来，作为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

重要抓手，中央八项规定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中不

断落地生根，推动河南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持续好转，老

百姓对此有目共睹，大拇指纷纷竖了起来。作风建设只

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让我们始终绷紧作风建设这根

弦，不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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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社评

本报讯（记者 冯芸）10月 10日，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郑州举
行。受省长、筹委会主任陈润儿委托，
省委副书记、筹委会常务副主任王炯
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提升思想认
识，紧扣办会宗旨，抓住重点关键，切
实把筹备工作抓紧抓好，努力办成一
届创新、热烈、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
向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献上一份厚
礼。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懿出
席会议，副省长戴柏华主持会议。

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民委、国家
体育总局主办，河南省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将于2019年9月在郑州市举行。

王炯指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是我国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首次在中
部省份举办，恰逢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承办好这次运动会是促进民族
团结进步、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
生动实践，是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助力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实际行
动，是展示河南形象、提升河南知名
度影响力的重大机遇。要以最好的
精神状态、最大的工作热情，推动筹
备工作顺利开展，（下转第二版）

王炯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提升认识 紧扣宗旨 抓住关键
办一届创新热烈精彩的民族体育盛会

刘新安（右一）把总结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⑨6 本报资料图片

普惠金融的兰考探索①①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升级农网
“电”亮中原

新 农 网 新 生 活
□本报记者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张静 陈轶慧

“供电质量提高了，夏天同时用几
样电器也不会跳闸，门口的变压器再
也没烧过，用电浇地也比柴油机便宜
得多！”10月 8日，谈起农网改造后的
变化，滑县留固镇李周村村民毛修渠
高兴得合不拢嘴。

走进李周村，崭新的变压器伫立
在村头、村道两旁，排列有序的电线
杆、错落有致的供电线路，以及镶嵌在
家家户户墙头的透明电表箱，都为该
村增添了一丝新气象。以前纵横交
错、私拉乱接的电线不见了，变压器、
电表箱也改变了腐蚀老旧的模样。家
里供电可靠，田里浇地不愁，成了全村
人最高兴的事。

李周村之变只是全省农网改造升
级的一个缩影。在这收获的季节，总
投资逾200亿元的河南新一轮农网升
级改造“两年攻坚战”（2016-2017）圆

满收官，比计划提前 3个月。河南农
村电网薄弱局面得到极大改善，全面
消除存量配变“低电压”问题。

科学规划引领
确保精准投资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农
村电网（含县域地区）承担着全省
90%面积、80%人口和 70%经济总量
的供电任务。只有让农民用好电，才
能真正算得上供好了电，但河南电网
发展一直存在两头薄弱的问题，农村
电网发展和农村整体用电情况较为
落后。

如何加快扭转农网薄弱局面，是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一直着力探索
的课题。而近年来我省迎来的诸多

“利好”，则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有
力保障。

2016年 3月，国家决定实施新一
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河南省政府将
农网建设纳入省重点工程管理，计划
每年安排 10亿元财政补贴用于支持
全省农网建设。同年 6月，国家电网
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舒印彪赴河南
与省政府签署电网发展合作框架协
议，并勉励省电力公司在新一轮农网
改造升级工程中争创先进典型。

“长期以来，河南农网薄弱问题较

为突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
‘加快推进贫困地区农网改造升级，全
面提升农网供电能力和供电质量’作
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破除制约发展
瓶颈的重要措施，并连续两年将加快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作列入重点民
生实事进行督办。”国网河南省电力
公司总经理侯清国说。

在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
的大力支持下，省电力公司牢牢抓住
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的重大机遇，持
续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投资力度。2016
年至 2017 年，该公司总计投入资金
202亿元，着力解决农村电网重过载
和“低电压”问题，完成38万眼机井通

电、9220 个自然村通动力电改造和
6989个中心村（小城镇）电网升级任
务，满足农村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用电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底子薄、基础差等
原因，在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
坚战”中，我省中心村（小城镇）、井井
通电、村村通动力电工程投资规模约
占国家电网公司系统总规模的八分之
一，任务异常繁重。

面对艰巨的配电网建设任务，省
电力公司迅速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
的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工程领导小
组，健全省、市、县公司三级农网建设
改造工作组织体系，加强力量配备；针

对我省实际，科学编制全省及各县“十
三五”农网改造升级规划，并统筹做好
与省、市、县三级政府领导小组的协
同，保障工程有序推进。

“我们不断强化规划引领作用，以
满足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电
力需求为目标，以县为一个单位、行政
村为一个项目，对全省4.3万个行政村
进行了梳理排查，做好建档立卡、编制
方案、整村推进、销号管理，实现‘一县
一报告、一乡一清册、一村一方案’。”
省电力公司发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农网改造过程中，该公司坚持科
学分类、差异化实施的原则，根据不同
分类的行政村、不同电压等级电网、不
同发展区域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电
网改造策略和改造目标。（下转第四版）

助力复兴伟业 烛照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纪实

立根固本

坚 定 不 移 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武装头脑

深 入 研 究
阐释党的最新
理论成果

钻坚仰高 凝练升华

立足发展
实践强化经验
总 结 和 智 力
支持

不断增强
马克思主义的
影响力、说服
力、战斗力

匡正祛邪

在党的思想
理论建设的壮阔
征程上勠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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