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姬姣姣

从锅炉工人到木匠师傅，从青年到老
年，魂牵梦绕的党员梦，伴着许新乐度过了
几十年。6月4日，他终于如愿以偿地站在
红艳艳的党旗前，高举右拳，宣读誓言。

今年80岁的许新
乐生于 1938 年，是土
生土长的焦作人，曾
在河南理工大学后勤
处动力科工作，1999
年 9月退休。

几十年来，许新乐
数次申请入党，但由于
受发展党员名额限制
等原因未能如愿。

“但我入党的决
心不改，始终以一个
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2015 年年底，
我再次向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许新乐坚
定地说。

在邻居的眼里，
许新乐一直都是个“热心肠”：小区的公共
长椅经年失修，他拎起“家伙什儿”修了一
上午；邻居家的凳子腿儿断了请他帮忙，他
二话不说弯下腰就干活儿；自己辛苦培育
的无花果树，看到街坊喜欢，拱手相送；最
近，小区里兴起了“垂钓乐”，擅长垂钓的他
又自愿当起了“辅导员”……

“在家里，父亲不许我们‘吐槽’别人，
看到我们身上的坏习惯就严厉批评。”许新
乐的儿子许小威说，父亲虽然是家里唯一
不是党员的成员，但他却用一个党员的品
行感染着大家，教育孩子们“党员就要做党
员该做的事”“要传播正能量，多做好事”。

有人问许新乐，这么大年龄了，还忙着
入党干啥？“能入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光
荣。”许新乐说。几十年来，老人一直坚持
看新闻、读党报，他看到在共产党的领导
下，国家昌盛，人民幸福，他对党的信心更
足，对党的向往也与日俱增。

6月4日下午，当许新乐穿着干净的白
衬衫，松开拐杖站在党旗前宣誓时，数次几
乎支撑不住身体。一旁的人劝他把椅子放
到中间坐下说。“这是多么庄重的时刻，坐
下可不中！”他态度坚定。

风雨沧桑几十年，初心不改，八旬老人
终圆入党梦。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王风娇）为进
一步推动企业上市挂牌、加快资本市场融资，鹤
壁市于 6月 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对
企业上市挂牌的奖励及税费奖返政策。

“对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将
分三个阶段按工作进度予以奖励。”鹤壁市金融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向河南证监局递交上
市辅导材料、完成上市辅导并验收通过的，分别
给予50万元奖励；向中国证监会递交首发上市
申请材料，获发审委核准通过并拿到发行批文
者，给予100万元奖励。

同时，在“新三板”和“四板市场”交易板挂
牌的企业，鹤壁市将分别给予100万元和50万
元奖励。此外，将注册地和纳税登记地迁入鹤
壁市的外地上市公司或“新三板”企业，将与本
市上市挂牌企业享受同等奖励，分别获得政府
200万元和100万元奖励。

“奖补政策的完善，有助于加快推进上市工
作，提升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的能力和水平。”
鹤壁市金融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2022年
底，该市有3—5家企业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
业板首发上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全部完成股
份制改造；新增30—50家企业列入省定重点上
市后备企业库。力争到2025年，每个县区都有
境内上市企业。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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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入党的
决心不改，始
终以一个党
员的标准严
格 要 求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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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

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 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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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扶持救助活动，
直接受益群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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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建强

脱贫攻坚，电力先行。
全省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国网

修武县供电公司把打赢脱贫攻坚战当
成一项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立足行
业特点，以电网建设改造为抓手，以扶
持产业发展、改善村容村貌、增加农民
收入为切入口，勇当脱贫攻坚排头兵，
点亮了贫困群众的脱贫路。

成绩和荣誉都是坚持不懈奋斗出
来的。日前，修武县供电公司被焦作
市脱贫攻坚领导小组表彰为脱贫攻坚
工作先进单位。

扶贫市场让贫困群众乐开花

5月 29日，修武县西村乡甲板创
象鼻山旅游产业扶贫市场。

“山杏多少钱一斤？”
“先不要问价钱，您先尝尝。好

吃，相中了，您再买。”
甲板创村贫困户赵福堂正与前往

青龙峡景区的游客做着一单“买卖”。
最终，五斤山杏，20元钱成交。

“扶贫市场刚开业一个月，俺家就
增收了近千元。”今年 46岁的赵福堂
高兴地合不拢嘴。几年前，他外出打
工摔伤了腿，干不了重活，只好在家附
近干点杂活，生活相当拮据。

随着甲板创象鼻山旅游产业扶贫
市场的运行，他靠销售山里的蜂蜜、连
翘、山杏等补贴家用。“扶贫市场活起
来了，俺家脱贫的脚步也快起来了”。

修武北部山区的甲板创村，是省
级贫困村。甲板创村有10个自然村，
97户、316 人。目前，该村仍有 9户、
22人未脱贫。

自从修武县供电公司对口扶贫甲
板创村以来，村里正在发生可喜的变
化。甲板创象鼻山旅游产业扶贫市场
的建成投入运行，就是一种见证。

在甲板创村边上，一座小山陡然
矗立，形状神似大象鼻子，被村民称为
象鼻山。村前的山路直通青龙峡景
区，每天来往的游客络绎不绝。

平 整 硬 化 场 地 、新 建 台 区
100kVA变压器一台、改建400V线路
150余米……为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
修武县供电公司驻甲板创村扶贫第一
书记姜继军和扶贫队员争取了35万元
扶贫资金，用来开发象鼻山扶贫旅游市
场，并于 1个多月前正式运行。“30个
摊位免费供村民使用，让俺这里的特
产不出家门就卖出去了。”贫困户申军
昌说。

修武县供电公司积极与县扶贫办
对接引进扶贫资金 22.8 万元，铺设
6000余米水网管道，解决了全村吃水
难问题；发挥县地域旅游优势，正与一
家田园农业公司开发休闲养老旅游项

目，加大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贫困户
就业增收。

“供电公司真是能，扶贫干部个个
中，脱贫致富一定行。”村民申和平竖
起了大拇指。

电力扶贫点亮贫困群众不灭的希望

夜幕降临，修武县周庄镇东长位
村路灯亮起。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
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路灯下，村民老黄演唱的一首老歌，赢
得了围观邻居们的阵阵掌声。

坐在小型电动三轮车的村民黄战
卫，引起了记者注意。他拿着手机用
快手直播软件，记录着村里的夜生
活。“俺直播了二三十次了，丰富了俺
的精神生活。”他希望能通过网络直播
销售养的种犬，早点摘掉贫困帽。

现已 50岁的黄战卫，年幼时患有
小儿麻痹症，且上有年近八旬的老母
亲，是村里的贫困户。“供电公司扶贫
队员隔三岔五来看我，帮我申请了低
保，送来了粮油，生活水平逐步改善。”
他指着路灯说，之前，晚上村里一片漆
黑。去年年底，供电公司为村里安装
了路灯。

为全面完成定点驻村帮扶任务，
修武县供电公司扶贫工作组坚持“头
脑有方向、心中有感情、手里有办法、
脚下有痕迹”工作方法，收集群众诉
求，听取群众心声，着力改善贫困群众
的生活质量，丰富精神生活。

深入定点帮扶村，开展摸底调研，
对照精准识别入户普查表，白天到农
村调查摸底，晚上趁村民劳作回家，上
门对贫困户核查识别，摸清贫困户致
贫原因与脱贫需求。

为帮扶村新增配变台区、改造电
网和下户线，提升用电质量；为结对帮
扶村东长位、孟村、洼村等村购置路灯
设施，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不便难题；
帮助金陵坡村改善饮水设施，解决群
众吃水难问题。

发挥行业优势，以电力扶贫为抓
手，建立电力扶贫档案，全力以赴为精
准扶贫工作做好保障，切实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把党的扶贫政策落实
到每个贫困农户。

“带着深厚感情搞扶贫，以求真务
实作风抓扶贫，把群众脱贫当自家人，
实打实做好工作，把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的要求落到实处。这是修武县供电
公司扶贫工作组一以贯之的作风。”修
武县供电公司总经理薛双勋说，只有
这样才能让贫困户脱真贫、真脱贫。

无论风霜雨雪、春夏秋冬，修武县
供电公司全方位、多渠道、立体式帮扶
贫困群众，以沥沥汗水为贫困群众点
亮了不灭的希望，为村民脱贫致富创
造了条件，赢得了村民们的众口赞誉。

修武：脱贫攻坚“电”先行

□本报记者 卢松

在柘城县张桥乡张桥村，村口的服装卫星
工厂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有 70多名农
家大妈大嫂到这里上班。“工厂离家很近，上班
种地两不耽误。”6月 4日，53岁的贫困户崔秀
珍高兴地说，“俺是第一批进厂的工人，现在每
月轻松能挣2200元。”

张桥村服装卫星工厂是我省“巧媳妇产业
精准扶贫工程”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河南省
服装行业协会发挥社会组织优势，抓住沿海服
装产业转移机遇，从全国各地引进大型服装企
业，加快在全省贫困地区布局服装加工厂，凝
聚社会力量助力脱贫攻坚。

“学会一门技术，找到一份工作，脱贫一个
家庭。”河南省服装行业协会会长李刚说，“协
会专门成立了‘巧媳妇工程办公室’，引导服装
企业把中心工厂建在镇上，卫星工厂建在村
里，方便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既能挣钱又
能照顾老人孩子。”

截至 2017年年底，全省已建成“巧媳妇”

工厂6800多个，约有70万名“巧媳妇”在家门
口就业，月人均收入超过 2000元，带动约 20
万户贫困户脱贫。

刚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浚县屯子镇四
所贫困小学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节日礼
物，他们有了自己的图书室。这是爱心社会组
织河南省百联企业文化服务中心，联手社会爱

心捐赠者和爱心志愿者，为他们捐建的。
河南省百联企业文化服务中心是以公益

文化建设、企业公益文化交流为纽带的省级公
益类社会组织，去年开始在全省贫困地区开展
文化扶贫活动，组织实施“爱心图书室公益捐
赠计划”。该中心理事长王明伟说：“我们已在
滑县、浚县等贫困地区捐建12个爱心图书室，

惠及5000多名贫困小学学生。”
目前，全省各级民政部门共注册登记社会

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
织 33379个，从业人员 30万人。他们通过多
种形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成为我省脱贫攻坚
战中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开展产业扶贫，实施扶贫项目，帮助贫困地
区发展经济；开展生活、教育、医疗救助活动，解
决贫困群众生活难、上学难、看病难问题……去
年，我省省本级公益性社会组织共提供 17.92
亿元款物，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开展各类扶
持救助活动，直接受益群众达20万人。

在《关于引导和动员全省性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的通知》中，省民政厅提出，鼓励和引
导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通过设立慈善帮扶、产业
扶贫、智力帮扶、商贸帮扶、社工帮扶、志愿帮
扶等方式，帮助困难群众脱贫增收。

“我们将进一步采取集中引导、财政支持、
对口支援等方式，将更多社会组织引导到贫困
地区，带动更多贫困群众早日脱贫奔小康。”省
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张正德说。③9

既安排家门口就业又送精神食粮

我省社会组织聚合力助脱贫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刘宏冰 唐

族启）6月 2日，河南第一家航空类高等职业院
校——信阳航空职业学院揭牌，填补了我省空
白。

今年 3月 6日，省政府下文批准建立信阳
航空职业学院；5月 10日，信阳航空职业学院
通过教育部正式备案；此次揭牌，表明该院已具
备面向全国正式招生条件。

国家民航局民航科院航空运输室主任袁建
说，从2005年开始，我国航空运输总周转量已排
名世界第二位。根据2017年3月17日国务院发
布的《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到2025年
我国还将新增机场136个，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将
达到370个，民用航空专门人才需求巨大。

据学院理事长刘品生介绍，新成立的信阳
航空职业学院，已有专任教师 176 人，中青年
骨干教师大多来自原空军第一航空学院，青年
教师多来自国家重点航空院校；设有航空服务
系、航空技术系、飞行技术系三个院系，开设有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无人机应用技术、民航安
全技术管理、民航运输和空中乘务等 5 个专
业，2018年开始招生。③9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6月 4日，在世界环
境日到来前夕，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全省法院 2017年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情况和环境资源保护十大典型案例：1506人
因破坏环境付出刑罚代价，多个公益诉讼案件
开创全国首例。

去年，全省法院共审结环境资源刑事、民
事、行政案件 3974 件，判处犯罪分子 1506
人。在审判中，我省法院注重贯彻修复性司法
理念，对于破坏环境者，并不是一判了之，还要
让其尽可能把受损的地方恢复原状。如郑州

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非法占用农用
地案，李某不仅被判了刑、罚了款，还得支付
21万多元用于被破坏农用地的修复。然而，
修复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环境受损是不可逆
的。因此，我省法院强化预防为主的审判理
念，通过环保禁止令及时对破坏环境的行为

“说不”。去年以来，郑州市两级法院共发出禁
止令 65份，强制小散乱污企业停止排放污染
物，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环境是大家的，为切实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全省法院大力支持环境公益诉讼，并创下多个全

国首例。2017年，全省共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
件17件，审结8件。其中，省高院审理了全国首
例跨省运输固体工业废物污染环境案；郑州市中
院审理的全国首例古枣树保护案，首次将自然遗
迹纳入公益诉讼保护范围；濮阳市中院审理了全
国首个跨省违法运输、倾倒工业废酸污染环境
案；洛阳市老城区法院审理了全国非试点地区检
察机关提起的首个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据介绍，目前全省有 10个中级人民法院
和24个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独立机构编制的
环境资源审判庭。③3

80岁老人
终圆入党梦

本报讯（记者 宋敏）6月 1日，记者从河南
机场集团获悉，继郑州东站开通自助办理郑州
机场登机牌业务后，即日起，旅客乘地铁时也能
够扫码办理登机牌啦。

据了解，郑州机场的出行公益宣传画已经张
贴在郑州地铁车厢内。宣传画上印有郑州机场
官方二维码，旅客扫描二维码标识后，关注河南
机场集团公众微信号，即可通过“手机值机”栏目
办理值机手续，获取电子二维码；到达机场后，凭
借电子二维码和有效身份证件完成安检验证手
续；旅客通过安检验证后，电子二维码会自动加
盖安检验讫电子章；旅客登机时，出示已加盖安
检验讫电子章的电子二维码即可扫码登机。

目前，河南机场集团已和地铁、城际铁路、
公交等多家单位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旅客在
郑州地铁、郑州机场巴士、郑州东站均可以扫码
办理登机牌，实现全程“无纸化”乘机。

需要提醒的是，目前郑州机场“无纸化”登机
服务仅支持郑州始发国内航班无托运行李的普
通旅客，有托运行李、携带婴儿、中转联程、无人陪
伴及其他特殊旅客，请提前2个小时到郑州机场
相应柜台办理纸质登机牌和行李托运手续。③9

信阳航空职业学院
揭牌
已具备面向全国招生条件

去年我省环境资源审判很给力
多个公益诉讼创全国首例

6月 5日，扶沟县蔬菜研究院的技术人员正在记录创新型番茄品种的相关数据。该研究院依托河南农业大学
专家团队展开技术研发，智能化温室育苗、换根嫁接、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等先进技术被引入园区的蔬菜生产中，
助力蔬菜种植向高产节能、高效绿色提升。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鹤壁出台上市奖补政策

企业登陆A股
可获奖200万元

坐在地铁上
能办登机牌

协会专门成立了‘巧媳妇工程办公
室’，引导服装企业把中心工厂建
在镇上，卫星工厂建在村里，方便
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既能挣钱
又能照顾老人孩子。

科技入园
蔬菜高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