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夏生产积极推进

抓天时抢收抢种 调结构提质增效

三夏进行时

6月4日，在武陟县詹店镇西村，麦客赵万成一家正在为当地村民收割麦子。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人均办证时间
在30分钟以内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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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凤虎

“今年咱村要加大土地流转力
度，进一步扩大蔬菜和果木种植面
积，带领更多群众致富。”6月 3日上
午，中牟县官渡镇孙庄村党支部书记
孙中岭和新一届村“两委”班子成员
一起谋划村里的发展方向。

“在我们村‘两委’换届中，我当
选村党支部书记，深感责任重大，这
是全体村民对我的信任。”孙中岭说，

“只有真心为群众办实事、尽心为群
众解难事，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
护。今年，我将带领支部班子勤恳工
作，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增加群众
收入。”

在姚家镇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
种植基地的草莓大棚里，李峰正在查
看草莓育苗情况。在春岗村“两委”
换届中，“草莓大王”李峰当选村党支
部书记。“一家富不算富，我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奔小
康。”李峰说，“目前，春峰果蔬专业合
作社的草莓种植面积有 2800 多亩，
今年我计划将草莓产业从种植、销售
延伸到深加工领域，建立草莓制品加
工厂，将小草莓发展成为村民增收的
大产业。”

中牟县是全省村（社区）“两委”
换届选举三个试点县（区）之一，村
（社区）党组织换届于3月 14日完成，
村（居）委会换届于 5月中旬完成，提

前完成换届选举工作。
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介绍，该县

在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中，
严明选举纪律，严把选人用人关，充
分尊重和发挥选民的选举权和个人
意愿，把想干事、能干事的人选进村
（社区）“两委”班子，实现了“壮大基
层战斗堡垒，强化村级干部队伍，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目标。

“全县共选出村（社区）‘两委’成
员1742人，新一届‘两委’班子成员呈
现年轻化、高学历趋势，年龄、文化和
性别结构得到有效改善，综合素质得
到有力提升，其中村‘两委’成员交叉
任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
肩挑’比例，比上届均明显提高。”潘开
名说，为了让新一届村（社区）“两委”
班子成员尽快进入工作角色，激发他
们干事创业的热情，近期县里对推选
出的村（社区）“两委”成员、党建专干、
监委会成员、村民小组长，进行全员轮
训，提高他们为民服务及廉洁履职的
能力，真正做到新班子新气象新作为。

谈起新气象新作为，新当选的村
“两委”干部都信心满满。“今年重点
工作是将村里的西瓜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切实提升产业吸引力和竞争
力，进一步增加群众的收入。同时，
要积极做好休闲旅游等相关配套设
施规划，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提升群
众幸福感。”姚家镇闫家村党支部书
记闫小杰说。③8

本报讯（记者 谭勇）6 月 4日下
午，省政府在郑州召开全省煤矿事故
警示教育会议。副省长刘伟出席会
议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煤矿安全生产工
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百万吨死亡率大幅下降。但
不容忽视的是，我省煤矿开采条件
复杂，自然灾害众多，瓦斯灾害尤为
突出。全省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数量
占全国突出矿井总数近五分之一，
产能占全省总量一半以上，瓦斯含
量高压力大、煤层透气性差，治理难

度大。
刘伟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

一步树牢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
要抓好责任落实，切实增强做好煤矿
安全工作的责任担当；要强化工作措
施，彻底扭转全省煤矿安全工作被动
局面，推动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好转。

会议播放了两起煤矿事故警示
教育片，河南能源化工集团、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河南神火集团主要负责
人就如何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强化事
故防范措施分别发言。③9

推动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新班子要有新作为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何光磊 杜红涛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发展绿色金融”，党
的十九大报告为商业银行助力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指明了方向。5 月
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党
中央再次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
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绿色发
展，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绿色发展，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
责任。具有开拓精神的兴业银行早在
2006 年便已种下了一颗绿色金融的

“种子”。而扎根中原的兴业银行郑州
分行，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以服务美丽河南和生态河南建设为己

任，围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
济三大板块精耕细作、砥砺前行，如今
这颗绿色金融的“种子”已落地生根、
蔚然成荫。

体制机制“专”
绿色金融让绿色发展有保障

制度是行动的先导，健全的体制机
制是绿色金融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
障。兴业银行郑州分行不忘“真诚服
务”的初心，牢记“共同成长”的使命，通
过建章立制、开拓创新，将服务绿色发
展团队，从无做到有，从小做到大。

2005年成立能效融资专业团队，
2009年成立可持续金融中心，2012年
升级为可持续金融部，2013年更名为
环境金融部，2017 年，更名为绿色金

融部。如今的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绿色
金融组织架构日趋完善，运作日臻成
熟。在考核评价上，该行把绿色金融
业务纳入对经营机构的综合经营计划
考评。在资源配置上，安排绿色金融
专项风险资产和信贷规模。该行积极
争取总行绿色信贷规模，并根据总行
要求，将绿色金融专项风险资产、信贷
规模及绿色金融债额度全部用于支持
激励经营机构在绿色金融客户建设、
重点项目投放、创新产品落地等。在
信贷审批上，对绿色金融项目实施专
业团队专业审批，对绿色金融项目进
行差异化授权、优先审批。

为了保证绿色金融业务向纵深发
展，该行还加强对员工的绿色金融业
务培训，同时向重点客户积极推介绿

色金融业务产品，用“绿色金融”产品
引导企业向绿色发展。紧紧围绕全省
绿色经济发展大方向，为南水北调工
程、海绵城市建设、轨道交通等绿色工
程提供量身定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品牌力量“强”
绿色生活让河南人民共分享

发展的成果是对制度的有效检
验。截至 2018年 3月底，该行绿色金
融融资余额达 148 亿元，较年初增长
30多亿元。绿色金融已成为兴业在中
原大地一张亮丽的名片。

“发展绿色金融，既是践行总行的
发展战略，更意味着勇担社会责任的
情怀。”兴业银行郑州分行行长刘健向
记者介绍，近年来，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先后支持了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郑州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河南
蓝天集团有限公司等上百家绿色环保
企业的持续发展，为美丽河南建设发
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7 年，郑州建设垃圾处理厂，
融资需求较大。兴业银行郑州分行为
保证项目顺利落地主动承担起这份责
任，在贷款规模极度紧张的情况下，积
极向总行申请，最终该项目通过绿色
审批通道获批 17亿元。“项目建成后，
有效解决了郑州市垃圾污染及资源回
收问题，避免垃圾围城现象出现，助力
实现绿城人民共享绿色生活。”该项目

负责人介绍。
“独木难成林，一花难成春。”为了

让更多同业机构加入绿色大军，共同
建设美丽河南。2016年以来，该行不
遗余力为同业机构提供智力输出、管
理输出等服务，助推绿色金融在中原
大地蔚然成风。

三十年时光荏苒，兴业银行持续走
在绿色金融的前沿。兴业银行郑州分
行积极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践
行可持续发展之道，并将理想主义、担
当精神和创新意识融入其中，在总行

“帕累托改进”之路上耕“绿”不辍，为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
丽河南贡献永续的金融动力。

【国办督查激励看河南 金融机构有作为】之二

兴业银行深耕绿色金融 服务美丽河南

□本报记者 李凤虎

6月 4日，省公安厅发布消息，5月
1日起全省实行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
件“只跑一次”制度，截至 6月 1日，全
省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共办理护
照等出入境证件19万多本次。电话回
访显示，群众满意度达 99.9%，群众到
窗口一次即可完成办证手续。

多项便民举措方便群众办证

按照省公安厅统一部署，全省公
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全面推行“只
跑一次”工作制度，通过优化办证流
程、提前告知、增设自助设备、扩大“绿
色通道”、同步寄送、双向速递等多项
服务举措，大大缩短了群众的办证时
间，人均办证时间在30分钟以内。

优化办理证照流程。为最大限度
方便群众办证，全省公安机关出入境
管理部门将办证需要的照片采集、指

纹采集、申请材料提交、面见核查、证
件缴费等环节集中在同一场所办理。

扩大“绿色通道”办证范围。在原
有紧急事项范围的基础上，为紧急出
国出境参加会议和谈判、签订合同以
及出国留学报到时间临近、行前证件
遗失损毁等情况的人员，提供“说走就

走”的加急办证服务。
建立“非工作日办证”制度。全省

所有设区的省辖市周六均开设办证窗
口，方便上班族办证。截至目前，全省
开设周六办证窗口 20 个，办理证件
2810本次。

缩短异地办证时间。跨省异地申
请出入境证件的审批时限由30日缩短
至20日，方便外省办证群众。

实行“三表合一”。申请人可一次填
表，同时申办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
证、往来台湾通行证三类出入境证件。

足不出户网上预约办护照

“网上预约办理护照，省时省力，
方便快捷。”6月 4日上午，在郑州市公
安局金水区出入境接待大厅，张先生
领取了一张预约号，直接在受理柜台
办理，仅用20分钟就办完了护照手续。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区出入境接待
大厅负责人介绍，为了减少排队等候

时间，市民登录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处网站，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郑
州市区 8个出入境分理处进行网上预
约，提前在网上填好资料，根据预约时
间来到现场，可随到随办。

此外，警方还推出免费照相便民
服务，由电脑自动打印出带有照片和
个人信息的申请表，免去了以往自行
手动填表、粘贴照片的麻烦。同时，为
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办证时间，市民可
通过手机支付宝缴纳办证费用。

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申办普通护照携带身份证即
可现场办理，在身份证领取、换领、补领
期间，可以提交临时居民身份证或户口
簿。未满 16周岁的公民，应当由其监
护人陪同，并提交监护人证明（如出生
证、户口簿等）、监护人的居民身份证或
者护照等身份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应当
按照有关规定，提交本人所属工作单位
或者上级主管单位按照人事管理权限
审批后出具的同意出境的证明。③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办护照“只跑一次”群众很满意

电 话 回 访 显
示，群众满意
度达99.9%

99.9%

□本报记者 归欣

麦收前夕，豫南地区尤其是南阳
部分县市区突降大雨，给“三夏”生产
带来了不利影响。今年当地小麦情况
如何？农民生活受到多大影响？麦收
之后咋办？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南
阳实地走访。

灌浆期雨水偏多，小麦
品质下降机收困难

5月 17日至19日，豫南普降大雨，
邓州市和淅川县等地降雨量突破 180
毫米。“灌浆期雨量过大，直接影响小
麦灌浆，造成产量下降；还会诱发赤霉
病，影响小麦品质。”宛城区科技局局

长陈增喜说。
赤霉病被称为“小麦癌症”，可防

不可治。“出芽麦还能加工成饲料，霉
变小麦有毒素，主要用来做乙醇，价格
肯定不高。”6月 1日，卧龙区潦河坡镇
一位粮食收购点负责人告诉记者。

降雨过大也迟滞了麦收进度。记
者在新野县王庄镇王桥村采访时看
到，上百亩麦田里，只有履带式收割机
在作业。村民乔天贵说：“外地来的轮
式收割机机手一看地太湿都没停，现
在村里靠履带式收割机来收小麦。”

小麦表现泾渭分明，选
优品种、科学管理很关键

在宛城区汉冢乡万庄村的兴洋农机

合作社里，刚收来的小麦泾渭分明：一边
金黄，一边黑黄。合作社负责人高新洋
介绍，金黄的是合作社自己种的，虽然不
比往年产量高，但没有生病，品质基本够
得上托市收购；黑黄的是收周边群众的，
不同程度霉变，价格在每斤0.6元左右。

在记者已经走访的4个县区里，高
新洋的小麦是最“养眼”的。有何诀
窍？他解释说，一个是选了抗性较强
的郑麦系列品种，另一个是利用无人
机植保，在下雨期间追加了两次药。

这种说法得到了宛城区农技推广
中心主任张国松的印证。张国松说，
近几年南阳地区的小麦基本上以高产
品种为主，但抗发芽、抗倒伏、抗锈病
等抗性强的品种选用较少，这也是部
分地块小麦减产的一个因素。

调结构增效益，夏粮亏
了秋粮补

今年雨水偏大造成部分地方小麦

减产，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有没有受到
影响？新野县王庄镇党委副书记李轩
表示，现在群众增收渠道日益增多，种
小麦大多是为了自己吃；一部分把地租
出去的群众，除了地租还有粮食直补等
收益，总体来讲不受多大影响。“但种植
大户可能要遭受不同程度损失。”

“夏粮亏了秋粮补。”老农乔天贵
对记者说起了农谚，眼下最主要的是
赶紧抢收抢种，争取秋季有个好收
成。南阳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市小麦预计本周内能收割完毕，目
前各地涉农部门正全力进行备播工
作。

与此同时，当地还对种植结构进
行了适当调整。以宛城区为例，今年
将调减玉米种植面积，适量增种大豆、
蔬菜、小杂粮等农作物。

为了使部分群众和种粮大户损失
降到最低，“我们正加紧跟保险公司协
商，争取理赔力度加大、速度加快。”邓
州市孟楼镇党委书记李爽说。③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