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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咱县里开展企业家‘暖心工程’，
大家伙儿有啥意见或建议吗？”8月9日，在
考察回程的大巴车上，修武县商工委主任
李建伟向周围的企业负责人询问。

“思想上尊重企业，感情上贴近企业，
工作上服务企业，‘暖心工程’的实施，暖
热了企业家的心，也让企业家在修武这片
热土上奋斗的劲头更足了。”话音刚落，张
素平忍不住给“暖心工程”点赞。“当然，我
也很期待‘暖心工程’能够举办星凯电气
的专场助力活动，为我们问诊把脉，排忧
解难。”

“这几天的学习我收获很多，我希望

县里可以多组织像这样有专家指导的培
训、多搭建企业家们可以相互交流的平
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中，尽是对企业家

“暖心工程”的肯定和期待。
“希望企业家能从学习培训中，有所

看有所听有所悟，看到标杆企业的发展变
化，开阔眼界、转变思路，为企业的发展创
新做出正确的抉择和判断，进一步提高企
业效益。”李建伟说，下一步，将更进一步
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和对接，优化管理细化
服务，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搭建
政府与企业的“连心桥”，打通服务项目建
设“最后一公里”。8

一炮打响 双喜临门

小麻村，位于武陟县三阳乡西北一隅，
是一个纯回族聚居村，全村4000多人，800
多户，一度是矛盾的“多发地”、纠纷的“是
非地”，治安、刑事案件高发，卖菜的不敢
来，路过的绕道走。有人感叹：小麻村之

“麻”，真可谓名副其实。
现在走进小麻村，道路宽阔平坦，别墅

鳞次栉比，村民和谐友爱，生活休闲别致，
处处散发着现代乡村气息。2017年年底，
年人均纯收入 25000余元，成为远近闻名
的小康村、富裕村，常年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5000余人。

蝶变的奥秘是什么？“是我们尊文重教
的结果。”李和平说。

2012年走马上任时，李和平和村委会

主任马长明下定决心改变村容村貌村风。
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制度。他们挨家挨

户走访群众，充分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建
议，组织群众反复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制
定村规民约：凡来村经商生意者，无论回
汉，不得欺生，买卖公平，诚信待人，更不得
欺行霸市；凡打架斗殴、滋事生非者,坚决
交由公安机关处理，绝不遮掩袒护……

最重要的是，村两委做了一个决定：在
村里办初中。

马长明说，由于风俗习惯，村里的孩子
大多初中没有毕业就开始跟随家里做生
意，近20年，村里也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大
学生。“由于文化水平低，加上一些民族习
惯差异，所以大家才会对小麻村有误解。”

为了改变现状，村两委干部多方奔走，
希望建立村中学。2015年秋，在武陟县委
县政府的支持下，县财政出资 200余万元
筹建小麻村中学。

小麻村中学建成之时，李和平代表村
两委当即承诺，凡学生考上武陟一中 1名，
奖励所在班级1万元；凡村中学生考上国家

“双一流”大学，奖励本人1万元。
慢慢地，学校里朗朗读书的学生多了，

在村里无所事事的孩子少了，在外做生意
的村民也深知文化的重要性，也慢慢把孩
子送回校园。

经过三年辛苦培育，今年，小麻村中学
迎来了第一届初中毕业生，并带来了喜讯：
7人以优异成绩考上武陟一中。更让人欣
喜的是，本村有6个孩子高考成绩过了一本
线，2个被吉林大学录取。第一炮打响，双
喜临门，让小麻村沸腾了。

“照这样下去，我看明年考上武陟一中
10个也是有可能的。”马长明笑着说。

“不能光让村两委出钱，我们都要募

捐，激励孩子们上进。”一些村民提出自己
的建议，于是出现了一小时募捐近 70万元
的场面。

尊师重教 养在平时

三年播种，一朝收获。优异成绩取得
的背后是小麻村两委带头尊师重教的结
果。

小麻村小学教导处主任李凌云讲了一
件事：一次，一名老师和学生发生了一些口
角，因为听说小麻村的“强悍”作风，老师有
些担心。

李和平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在村里
喇叭强调：要尊重老师，不要去折腾闹事。
他还专门带着学生家长和学生去给老师主
动赔礼道歉，并当即表态“有啥事找我们村
两委，我们给你们做主。”

“通过这件事，让我们老师在这里教书
育人吃了定心丸，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村两

委给我们做坚强后盾，让我们没有任何后
顾之忧。”李凌云感动地说。

小麻村中学初三老师张红梅也感受到
不一样的关怀和温暖。“每逢节假日，村两
委都会给我们送福利，牛羊肉从来不间
断。村干部经常询问我们有啥困难没。现
在其他学校的老师都羡慕我们，很多新老
师都争着来我们这里教学。”

在村两委的带头下，尊师重教的氛围
在小麻村悄然形成。

现在，小麻村的教师只要走在街上，村
民都会主动问好；看到老师徒步，开车的村
民会主动停下来询问是否捎一程；小麻村
老师在路边看到有经文字样的车，招招手，
只要说一句“我在小麻村教学”，车主二话
不说就会自动把他们送到学校……

“小麻村变了，从里到外彻底变了！”周
边群众都深有感受地说。村子变得诚信守
法起来，以前卖菜的不敢来，现在争相抢着
来；以前路过的绕道走，现在夜半放心行；
以前盗窃事件常发生，现在夜不闭户已习
惯……

说起小麻村的改变，中标建设小麻村
中学的高家强不禁感慨万千。“当时我投标
的时候，还很奇怪怎么没人竞标，中标后，
有人告诉我小麻村人不好惹，一度让我很
担心。”

高家强在忐忑中开始建设小麻村中
学，结果让他意外的是，村民对他都格外客
气和热心，而且在建设过程中，只要涉及到
需要村民配合的，村民二话不说全力支持。

“小麻村没有穷人，只有懒人，只要好
好干，就一定会发家致富。将来，小麻村还
要出更多的文化人，让尊文重教的好风气
在村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马长明充满
信心。8

本报讯（通讯员 焦春丽）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近
日在银川召开2017年度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发布
会，发布了17种化工产品的28个品种石油和化工行业重点
耗能产品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及指标。龙蟒佰利联集团以

“金红石钛白粉吨钛白粉综合能耗836千克标准煤”的能效
表现，再次荣获钛白粉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称号。

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形势，龙蟒佰利联始终
坚持把节能降耗作为企业发展重点来抓，率先采用国际领
先的硫磷钛、硫铁钛联产法清洁生产技术和国内一流的氯
化法钛白粉生产技术，通过科研创新，加大生产系统技术
改造，淘汰落后的生产工艺及设备，实现生产能耗指标连
续多年刷新，为实现企业循环发展和行业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8

龙蟒佰利联集团

上榜全国能效标杆企业

地市传真

教授们引经据典、巧譬善

喻讲创新转型，68名学员端坐

课桌前听得入迷，生怕漏掉一

句；行走在大众汽车、三一重

工等企业厂区，学员们边感叹

标杆企业的辉煌成绩边相互

小声交流心得……8月 5 日，

修武县企业家“暖心工程”企

业创新与转型提升培训班在

上海交通大学开班，68名学员

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县直部

门及乡镇负责人。

这是该县企业家“暖心工

程”的举措之一。自企业家“暖

心工程”实施以来，河南升华新

能源材料科技公司急需的

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顺利

到账；总投资20亿元的云台古

镇项目，从洽谈到破土动工，只

用了短短 65天；鑫宇光、奥润

食品的技术工人短缺问题也在

4场用工招聘会后解决……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姬姣姣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郭君宇）“感
谢市税务局这么快给我们办理了增值税留抵退税，这真是
一场‘及时雨’。”8月8日，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王红飞激动地说。

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是锂离
子动力电池，属于新能源项目，为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生
产线更新换代和研发投入都非常大。2018年 8月，企业新
购进的一条生产线急需付款，但还有 5000万元的资金缺
口，紧急情况下，传来了中站区税务局办理了留底退税
4800.95万元的消息。

“这场‘及时雨’解决了企业流动资金不足的问题，使我
们企业能在技术升级改造中进一步增加投入，更好地提高产
品市场占有率，助推企业快速发展。”王红飞说。

为切实将增值税改革的政策红利交到纳税人手中，焦
作市税务局进行了分行业、分单位、分类别的数据分析，按
照政策规定进行了退税额的测算，制定了按类别、按数额
分步退税的措施，精准到行业和特定企业，采取分人包片、
微信定期通报进度、会议督促等有效方法，确保各项措施
落实到位。截至 8月 9日，焦作市税务局累计已办理增值
税留抵退税7592万元。8

焦作市税务局

税改红利惠及更多纳税人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近日，由全国旅游景
区治安工作协调小组主办的全国旅游景区“最美旅游警
察”网络评选活动已在“平安西湖景区”公众号平台启动，
修武县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孟源成功入选。

在参加旅游警察大队工作以来，孟源认真履行职责，
倾心尽力无私奉献，始终保持良好的警察站位和政治本
色。为有效强化队伍管理，她带领队员制定了《旅游警察
工作职责》《旅游警察辅警管理办法、考评细则》等一系列
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使大队整体工作运行地井井有条。
截至目前，她参与办理涉旅案件 58起，处罚各类扰乱景区
秩序违法嫌疑人 77人，有效地净化了修武景区的旅游环
境，增强了旅游秩序整治的社会效果。8

修武县公安局

孟源入选“最美旅游警察”

图片新闻

小麻村为啥变成“尊师重教村”

让企业家在修武发展更安心、放心、舒心——

“暖心工程”点亮民企精气神

连日来，博爱地区持续高温天气，空调负荷大幅攀
升，博爱县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对 110千伏贵屯变电站 35
千伏贵寨线进行维护，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可靠保
障8 程刚 摄

孟州市丰润园里，满树的梨子和葡萄都已进入成熟期，
人们穿梭其中，体验着采摘与观光的乐趣。这个大型农业园
区，集农林渔业综合开发、农产品深加工、生态农业观光、休
闲度假旅游和医养康健于一体8 贾黎明 摄

“去年公司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新建
设年产 10万台充电桩、高低压配电设备、
断路器元件及保护仪表项目，2亿元的投
资把我们愁坏了，县里知道后立即找来了
县金融办和银行负责人，现场组织政银企
对接，迅速解决了资金问题。”星凯电气有
限公司负责人张素平感慨，企业在修武

“安营扎寨”已两年多，每当企业遇到困难
时，县政府的对接人员总是及时站出来，
为企业排忧解难让我们的心更暖、干事的
劲更足。

近年来，修武县始终坚持以民心导向
为统领，推动产业强县建设。2017 年，该
县在总结干部“暖心工程”经验基础上，创
造性地实施了企业家“暖心工程”，推动干
部队伍工作作风持续转变，落实“两不见
面”服务企业机制，促进企业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全力叫响修武“暖心品牌”，让企
业家在修武发展更安心、放心、舒心。

“修武通过实行企业家、基层干部和家
长三大暖心工程，社会活力空前激发，干部
队伍干事创业的氛围浓厚，全县上下努力
营造出最好的投资环境，企业家在修武拥
有更大的发展平台和更好的发展机遇，为
修武经济的发展提升谋求更大突破、彰显
更新作为。”修武县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这次上海培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
见识，增加了知识，我深切地体会到，只有
加大创新力度，才能为企业添‘羽翼’强

‘筋骨’，创新转型势在必行。”8月 7日，河
南鑫宇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卫

超在上汽大众汽车三厂实地考察时感叹，
此次培训既有名师为大家精彩授课，又有
代表区域的现场教学，还有领军企业的考
察交流，培训内容丰富、学习形式多样，可
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充电补钙、提神醒脑
的精神之旅。

举办企业家培训班，是修武县加快经济
转型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修武县大力实施
企业家“暖心工程”，落实企业家礼遇的具体
体现。在修武，这样的“礼遇”还有很多。

建立“三位一体”分包机制，对全县重
点企业（项目），每家明确一名科级干部、
一名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一名县级干部
共同联系分包，一对一、点对点服务。保
证了企业的事有人问、有人管。

2017年年底，河南城盾城市地下管廊
智能盾构机项目落户修武，该县产业集聚
区服务人员帮助企业办好了所有证件，企
业负责人感慨地说：“不用我们跑手续，县

里帮我们全办好了，真是上帝的待遇啊！”
谋划了“企业问政大评议”活动，由企

业现场打分，对涉企服务部门工作作风、
服务态度、工作效率现场集中评议，差评
的部门要被约谈问责。

成立“优化法治环境、护航经济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护航办公室”，设立24
小时举报电话，先后立案查处影响企业发
展的刑事案件30起，处理各类违法犯罪人
员80余人，进一步优化了企业发展环境。

出台了《修武县企业家“暖心工程”实
施办法》等惠企文件，明确了“荣誉市民”

“功臣企业家”“科技带头人”等5个企业荣
誉，为企业家发放“云台绿卡”、健康体检、
学习培训、慰问看望优秀企业家父母等10
项暖心“礼包”。河南恒辉牧业焦作分公
司负责人王留涛感动地说：“我们的分公
司遍布全省数十个城市县区，唯有在修
武，企业家享受的待遇最好。”

砥砺深耕 经济发展按下“快进键”

安商富商 服务企业甘当“店小二”

亲商尊商
企业家干出大作为

这次上海培训开阔了视野，增
长了见识，增加了知识，我深切
地体会到，只有加大创新力度，
才能为企业添‘羽翼’强‘筋
骨’，创新转型势在必行。

李卫超
河南鑫宇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学员们认真听专题讲座 姬姣姣 摄

今年以来，多趟“云台山号”旅游专列次第开来，专列
游客累计达到近万人，带动云台山景区暑期旅游市场持续
火爆8 程芳 摄

“我三年前的承诺终于可

以兑现了。”8月 10日上午，武

陟县三阳乡小麻村慈善募捐

现场，小麻村党支部书记李和

平高兴地说。现场，130多名

村民和企业家纷纷献爱心，不

到一个小时的捐款活动中，共

募捐爱心善款近70万元。

什么承诺？这还得从小

麻村的过去说起。

□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小麻村没有穷人，只有懒人，只
要好好干，就一定会发家致
富。将来，小麻村还要出更多
的文化人，让尊文重教的好风
气在村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马长明
小麻村村委会主任

学员们在世邦工业科技集团总部合影留念 姬姣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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