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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在当前开展的脱贫攻坚战中，

国网延津县供电公司主动扛起责
任，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各项决策部
署，发挥资源、技术、管理、服务优
势，积极投身脱贫攻坚大潮，努力为
脱贫攻坚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
撑。

农 网 升 级 ，夯 实 扶 贫 电 力 基
础。针对贫困村电网状况，该公司
编制了《电网扶贫手册》《延津县电
网助推脱贫攻坚实施方案》，确定电
网扶贫工程的工作目标，重点解决
贫困村供电能力不足、不通动力电
等问题，对贫困村进行电网专项扶
贫工作。同时加大农村电网建设改
造力度，利用“煤改电”“中心村”等
项目对其他行政村进行电网建设改
造。

真 情 帮 扶 ，确 保 扶 贫 精 准 到
位。今年4月，该公司成立两个驻村
工作组，分别进驻榆林乡西王庄村
和枣园村，公司6名领导班子成员每
人分包 3个贫困户，42名中层干部、
优秀党员与66名贫困户结成一对一
帮扶，达到全覆盖。他们重新梳理
完善档卡，与帮扶对象一起，因户制
宜制订帮扶计划，携手并肩共同实
现脱贫目标。

扶贫工作任重而道远，延津县
供电公司将继续以“志智双扶”为主
线，引导贫困户改善人居环境，发展
特色种植养殖业，通过自学和培训
增加就业能力，进一步树立脱贫致
富的志气，提升脱贫致富的能力，早
日实现脱贫奔小康。

(申丹)

延津县供电公司：脱贫攻坚电先行

适逢国庆佳节，新乡市福彩中心组织
的国庆节福彩刮刮乐小卖场如期进行。
本次户外销售活动从 10月 1日开始到 10
月 7日结束。虽然已经连续十几年举行户
外小卖场销售活动，但是今年的小卖场却
格外引人注目，呈现出“场面火”“销量高”

“格局大”三个突出特点。
场面火。这次小卖场活动，共设立主

会场1个、分会场7个，市区主会场设在东
方商业步行街东口，这里人流量非常大，
福彩刮刮乐的帐篷一搭建好，就引来许多
群众围观参与购买，人流涌动，购彩争先
恐后，场面非常火爆，人最多时，甚至出现
了一票难求的火爆场面。分会场以县为
单位，每个县在自己合适的地点设立。多
设置在街市繁华，人流集中的地方，原阳

县还将小卖场设立在高速服务区中，利用
假日出游的人流量来为“刮刮乐”的销售
奠定坚实的基础。

销量高。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晴好，
加之小卖场地点选择较优，每个卖场准备
充分，市福彩中心全体工作人员节假日无
休，分成若干组，深入一线，指导协调销售
工作的开展。截止到10月 7日，共计销售
刮刮乐23万元，日均销量突破3万元。

格局大。新乡市福彩中心始终坚持
“小卖场大格局”的思路，虽然受场地规模
等限制，但在销售宣传、组织、促销等方面
却一点都不打折扣，本次国庆节小卖场活
动，及早着手准备，为保证销售地点位置
最佳，提前一个月与城管、商业步行街管
理等部门联系协调，最终确定在新乡市最

繁华的东方商业步行街东口设立主会场，
共设立销售帐篷 3个，销售会场摆放着大
量的促销品，吸引市民的参与。分会场也
全部在一个月内完成选址、协调等工作。
共设置销售帐篷20个，参与销售人员130
名，全体销售人员在统一时间内，身着统
一工装，统一促销方案，统一上岗销售。
正是这样的市县联动，精心组织，格局放
大的精心准备，让本次销售活动小卖场卖
出了大卖场的感觉，让福彩小卖场的销量
大大火了一把。

在做好小卖场销售工作的同时，利用
宣传条幅、促销礼品等形式开展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把文明创建与本行
业业务结合在一起，扩大了宣传范围，取
得了显著效果。 （李明磊）

新乡福彩“小卖场”不“小卖”
市县联动销量“大火”一把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王永乐 鹿秀辉

“2016年以来，面对国内建材行业去
产能、去库存的形势，集团积极行动，实现
水泥生产‘逆市上扬’。今年 1至 8月实现
销售收入 11.3亿元，同比增长 31.6%。”10
月 8日，指着墙上的生产进度表，河南孟电
集团水泥公司负责人李保国颇为兴奋。

“环境治理不仅是政府的事，更是企业
的责任。保护好身边的绿水青山，受益最
大的是我们自己。”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范海涛认为，环保是个“动”词，要常抓
不懈，而孟电水泥胜在转型升级、赢在环保
先行。

2014年，在原有 5条生产线还符合国
家环保政策的情况下，孟电主动申请减量

置换为 2 条日产 5500 吨熟料水泥生产
线。2015 年至 2017 年，水泥公司先后投
资9.8亿元进行减量置换，率先达到全国水
泥行业“十三五”排放标准，每年可节约标
准煤6.82万吨，节约用电6820万度。

2017年 4月，孟电又主动投资 540万
元对 2条生产线进行脱硝改造，使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实现超低排放。他们还在水
泥罐车出口处新建了车辆冲洗装置，保证
出入车辆干净无污染，洗车污水则直接排
入厂里的污水处理系统，避免二次污染。

早在2004年，当一些“涉排”企业还在
观望、犹豫的时候，孟电集团就率先打了一
套漂亮的“环保组合拳”，在全省率先爆破
拆除了正在运行并盈利的 3台年产 10万
吨水泥熟料生产线，为全省拆除小水泥立
窑污染设备作出表率；2007年 10月，集团
热力公司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带头爆破拆除
了 175WM热电联产机组，直接损失 10亿
元，为提前完成当年全国拆除1000万千瓦
时小机组的任务作出很大贡献。

今年 7月，为恢复整合前的 48个老矿

坑的地质环境，孟电集团又投入近亿元，大
干50天，复绿山体1000多亩。施工中，陡
峭的矿山成了“拦路虎”，孟电选用目前国
内最前沿的挂网喷播技术，先在山体覆盖
不锈钢网，再进行“土壤培养基”团粒喷播，
每平方米复绿成本为 110元。目前，已经
清理边坡碎石88.4万吨，种植爬山虎3.5万
棵，修复陡峭裸露山体30万平方米。

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结合绿
色矿山标准，孟电集团拟对三原线北侧裸
露矿山进行台阶式修复。目前修复方案已
通过国土部门审核，正在组织专家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

同时，抓住环保整改机遇，投资 3500
多万元购买70辆自带喷淋、篷布装置的矿
山用车，18辆雾炮车、24台雾炮机，加上原
有的23辆洒水车，生产运输各环节实现湿
法作业，避免了扬尘污染。

通过矿山修复治理，如今的孟电水泥
厂区如一个花园，地面一尘不染，植被郁郁
葱葱，空气清清爽爽。新乡市在此设立的
大气自动监测站监测数据长期稳定，远低

于国家标准。
孟电集团长期超前抓环保，也为自己

赢得了发展先机。9月 15日，广东佛山兴
迪机械被孟电的绿色发展意识打动，双方
正式签约，决定在原孟电水泥一二线位置
建设高端锻压设备制造项目，努力建设研、
产、销无缝对接的先进装备制造工业园，建
成后可带动5000人就业，年产值60亿元，
实现利税20亿元。③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最近，大荒哥正忙着卖粉条。
大荒哥是谁?他是安阳市城建交通水

利工会主席赵亚飞，2017年 11月起任林
州市原康镇大荒村第一书记。10月 9日，
记者来到大荒村村委会，赵亚飞正张罗重
阳节慰问村里老人的事。“我们准备用卖
粉条的利润和争取的资金，给大荒村 140
名 60 岁以上的老人一人买一壶油、一袋
米、5斤鸡蛋。”38岁的赵亚飞皮肤晒得黝
黑，目光却炯炯有神。

去年驻村后，他和村“两委”干部一道
给村里装路灯、建厕所，还给村委会盖起
新房，干得有声有色。

大荒哥心里清亮得很：“贫困户要脱
贫，光靠‘输血’不行，必须要有产业，得会

‘造血’。”可是，大荒村的“家底儿”不厚：土
薄石厚、土壤贫瘠；村里常住人口，近一半
是老年人，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很匮乏。

怎么办?一人计短，两人计长。今年
春天，赵亚飞把村干部王茂林、王计相、王
艳芳召集起来：“咱们合计合计咋发展咱
村经济。”大家打开话匣子，最终，意见统
一到了“三条”攻略上。

第一条，发展集体经济，不能让乡亲
们赔钱。可怎样才能“稳赚不赔”？赵亚
飞说：“不要什么贵就种什么，而要清楚我
们能卖出去什么。”甩掉周期长、风险高、
投资大的种植环节，在村里传统作物红
薯、小米、玉米上“做文章”，让村民以劳动
力或初级农产品入股，稳稳当当挣三份
钱：把自己产的粉条、小米卖给互助社，挣
一份“粮钱”；参加产品包装、运输，挣一份

“工钱”；产品销售出去有了利润，回馈村
集体，改善村民福利，再挣一份“利钱”。

第二条，在“娘家”安阳市总工会帮助
下，赵亚飞申请注册“大荒哥”品牌（国家

商标局已受理），收购农户的优质粉条、小
米等，委托企业深加工、精包装，通过网络
和实体两线销售。

第三条，广泛借力。赵亚飞说：“大荒
村发展，要内外一齐使劲儿，必须依托工
会‘娘家人’，借力‘朋友圈’，要用好外围
的‘朋友圈’，扩大村里的‘朋友圈’。”他动
用所有关系，为大荒村发展奔走呼告，争
取到很多资源。

思路理清后，赵亚飞开始行动。自己带
领工作队收购粉条、小米，自掏腰包垫付农
户“粮钱”，自己跑超市、单位联系销路……

目前，“大荒哥”产品由“阿呆闲品”安
阳连锁店代理，还摆上了华润万家、乐宜
购几个大超市货架，开设的微店“大荒哥
新农业合作社”网销情况良好。截至目
前，共销售粉条8500斤、小米300箱，营业
额6万多元。

“大荒不荒，将来一定是山美水美、绿
水青山的好地方。”展望未来，大荒哥信心
倍儿足。③9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本报通讯员 袁国豪 何燕子

9月 30日，在永城市黄口镇玉米试
验田地头，该市农业局农艺师梁洪杰将
40 多种玉米分别贴上品种标签，装入
金黄色的编织袋中，并将各个品种的特
性记录在册。

“三秋”时节，是农技人员一年之中
最繁忙的时期之一。9月下旬，记者在

“豫东粮仓”永城市跟随农技人员，前往
侯岭、黄口、新桥等 10多个乡镇查看秋
收秋种情况，共享丰收的喜悦。

“这块地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按
照要求和配方施三次肥？”在新桥镇春
光家庭农场，永城市农业局总农艺师

田 冲 看 到 一 块 大
豆 田 内 大 豆 长 势
完全不同，仔细询
问。

“全都是照你
的配方施肥的。”
农 场 负 责 人 张 大
光说。

同样一块地，
一 片 包 衣 拌 种 的
大豆长势很好，另
一 片 则 受 灾 害 影
响结荚不多。“这
说 明 我 们 的 大 豆

包衣拌种试验是非常成功的，对提高产
量、抵抗自然灾害能起到重要作用，以
后要大范围推广。”田冲说。

记者了解到，为调整秋作物种植
结构，永城市今年实施“10010”优质
大豆花生工程，即种植 100 万亩高蛋
白大豆和 10 万亩优质花生。田冲说，
在农业科技支撑下，“10010”项目区
核心地块大豆平均亩产 165 公斤，花
生平均亩产 375 公斤，玉米最高产量
突破 670 公斤，秋粮产量预计与去年
基本持平。

在芒山镇丁楼村村级组织活动场
所，农艺师王洪涛正在对农民进行小麦
备播技术培训。“玉米秸秆还田和连续
旋耕 2至 3年及以上的地块一定要深耕
25 厘米以上，旋耕地块一定要耙实。”
王洪涛仔细向农民讲解。

目前，永城市演集镇、高庄镇等地
玉米收获基本结束，大豆、花生、红薯等
作物进入收获扫尾阶段，各乡镇正在积
极联系农机，并根据气温和土壤墒情，
适时加快秋种进度。③8

本报讯（通讯员 任平）这些天，对唐河县昝岗乡“海
归”硕士王雪松来说，是忙并快乐着的。他的“菇太郎”食
用菌系列产品通过跨境电商出口到欧美，并成为泰国正
大、韩国农心等企业集团的香菇制品原料供应商。

王雪松是唐河县委统战部开展海外联谊，推进人才振
兴战略召回的首批硕士之一。去年以来，唐河县已为企事
业单位引进硕士、副高职称以上高层次人才 50 名。回归
人才创办投资额超亿元项目 23 个，在电子商务、光电电
子、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引领产业升级，开启了唐河发展
的“众创时代”。

随着发展的提速，专业人才和高层次人才紧缺渐成唐河
“短板”。对此，唐河县委统战部利用唐河异地商会平台，面
向唐河籍在外人才伸出橄榄枝，创造了 4个月回归人才共创
办投资额 50万元以上的“回创”项目 259个的喜人业绩。同
时，积极指导企业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大力培育本土企业高
端人才。

10月 7日，唐河县委统战部负责人介绍，该县开设了高
端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每年拿出 400 余万元重奖引才引
资先进单位和个人。“回创”人才只要在县产业集聚区工作
一年以上，就可享用县里提供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截
至目前，该县共引进高层次领军创业人才 10人，硕士研究生
以上学历人才 247 人，各行业领军人物和技术能手 3896
人。③4

本报讯（记者 归欣 李点）10 月 9日，记者从省扶贫办
获悉，2018年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
业拟表彰对象，目前已公示完毕。我省的仲景宛西制药等 9
家企业榜上有名。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的决策部署，激励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更加踊跃地参
与精准扶贫，为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作出新贡献，今年 9
月，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决定,评选表彰 100 家
在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中表现突出的民营企
业。

经过省工商联、省扶贫办推荐，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
贫办评审，我省有 9家带贫成效显著的企业最终入围。分别
是：河南三阳畜牧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医美健康产业集团、
中蔼万家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新亚服装有限公司、河南
世纪香食用菌开发有限公司、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二仙坡绿色果业有限公司、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天明城乡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③4

唐河：

“才智引擎”开启“众创时代”

2018年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
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名单出炉

我省9家企业榜上有名

胜在转型升级 赢在环保先行

绿色发展使孟电水泥“逆市上扬”
抓好绿色发展
引领高质量发展

“企业不消灭污染，污染就消灭企业”，

企业抓环保，越早越主动。孟电集团多年

来积极主动抓环保的实践表明，环保工作，

只要认真、只要较真、只要动真，就没有解

决不了的问题。要像抓安全生产一样抓环

保，要以铁的担当尽责、铁的手腕治患、铁

的心肠问责、铁的办法治本，确保各项制度

规定和政策举措落到实处，促进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③6

秋收又秋种
科技帮大忙

大荒哥的“粉条攻略”

10月 8日，宁陵县阳驿乡果农在采摘冬枣。该乡朱屯村 200多亩富硒冬枣喜获丰收，红枣压弯枝头，呈现一派丰收的田园美
景。⑨3 吕忠箱 摄

河南故事
脱贫攻坚的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通讯员 贾黎明 苏金亭）10 月
9日，当分别 60年的孟州市 90多岁的范献宝老人和洛阳市
年近 90岁的李登科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时，两人眼含热
泪，道不尽的昔日情，说不完的过往事。

上世纪 50 年代，范献宝、李登科两人同在西北的一家
煤矿建筑公司工作，因是河南老乡，俩人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后来，李登科回到了洛阳青羊屯，过了几年，范献宝也
回到了家乡孟州，两人从此失去了联系。范献宝曾先后到
洛阳打听了几次，由于青羊屯拆迁，无功而返。

2015 年，范献宝在和本村村民范卫东闲聊时，说起了
这个想见到老朋友的心愿。

范卫东是个热心人，他想到了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节
目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决心帮助范献宝完成心愿。他多次
到洛阳找熟人、托关系帮忙寻找，皆无消息。

后来，范卫东找到朋友金梅和郭言周帮忙打听。金梅
和郭言周经过几番周折，终于在今年 2 月份找到青羊屯的
老户，打听到了李登科在洛阳老城的住址。他们将李登科
的照片、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用微信传给了范卫东。

“找到了！”当范卫东把找到李登科的喜讯告诉范献宝
时，他激动万分，并确定在 10 月 9 日到洛阳与李登科会
面。为了两位老人能顺利见面，范卫东还提前到洛阳核实
路线和具体位置。

从当年一别到现在 60年已过，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对
方，范献宝、李登科百感交集：“真想不到，这辈子还能把这
个心愿实现了！”

两位老人握着范卫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范卫东笑着
说：“能帮助你们了却 60年的心愿，我也实现了我的承诺，
你们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好，好！”三双大手握在一起。③5

帮两位高龄老人了却60年“寻亲”心愿

孟州农民演绎现实版《等着我》

百姓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