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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5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了《河南省机关团体建设楼堂
馆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全省各级机关、团体不得建设培
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饮
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

据介绍，楼堂馆所是指办公用房
以及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
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
不包括技术业务用房项目。《办法》的
一大亮点就是明确机关、团体禁止建
设接待场所，有助于“将权力关进制
度笼子”。该《办法》自 6月 1日起施
行。

《办法》明确，机关、团体有建设
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宿、会议、餐
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和设施；未经批

准建设办公用房；以技术业务用房等
名义建设办公用房，或者违反规定在
技术业务用房中设置办公用房；擅自
改变建设内容、扩大建设规模，或者
擅自增加投资概算；办公用房项目建
设资金来源不符合规定等五种情形，
要根据具体情况责令停止相关建设
活动或者改正，对所涉楼堂馆所予以
收缴、拍卖或者责令限期腾退，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处分。

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违反《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向监督检查机关举报。
监督检查机关应当通过公开举报电
话和邮箱、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
等方式，接受单位和个人的举报，并
及时依法处理。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
海涛）4月 29日，作为第 27届信阳茶
文化节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的重要
活动，第二届信商大会成功召开。
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河南商会、信
阳商会的代表，信阳籍在外企业家
代表，以及参加第 27届信阳茶文化
节的部分嘉宾客商等共 300 余人出
席大会。现场签约 46个项目，总投
资达 254.4亿元。

据信阳市商务局局长郭珂介
绍，今年签约合作项目单体规模大、

合作层次高、发展前景好，投资方均
为竞争力和影响力兼具的优势企
业。现场签约的 46个项目，涵盖了
信阳传统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和特
色产业，其中中高端产业链项目占
比达 90%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仅信阳籍
老乡返乡创业就达 13万余人，累计
创办各类经营主体近 8万个，带动就
业80多万人。2018年信阳全市招商
引资落地项目中，信阳籍老乡直接投
资或引荐促成项目 153个，总投资额
达296.3亿元。③4

□李炳镇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有一个日子永
远忘不掉。1970年 8月 20日，当时作
为省直下放干部正在新郑县刘庄插队
落户的我，写的一篇关于改造世界观的
文章在《河南日报》3版发表，在新郑县
引起很大反响。我当即被抽调到县通
讯组专职搞通讯。可以说是一篇稿件
改变了我的命运，点亮了我的人生。

记得当时县里宣传部的同志找到
我，送给我几本稿纸和几期《河南日报
通讯》，说：“以后你就是我们县里的
《河南日报》通讯员，要多发挥特长，多
写稿，争取多见报。”领导的鼓励激发
了我的写作热情，虽然当时写稿没有
稿费，甚至连本人名字也不署，但 23
岁的我每天背着个绿挎包，拿个小本
子四处采访，天天写，天天投，石沉大
海不歇劲，哪怕被“一句话新闻”采用，
也感到莫大的满足。在实践中，我的
采访和写作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后来，我被调到平舞工程，领导直
接分配我搞宣传，老天不负有心人，我
的稿子见报越来越多。舞钢公司创办
《舞钢报》时，将我调到报社编副刊。
我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我刚开始
编副刊时，向当时《河南日报》副刊编
辑许鸿轲求教如何当编辑。他说：一
是不要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什么时候都不能停笔，常写稿就不忘
作者苦；二是要多发无名作者的处女
作，努力将你周围的读者变成作者。
他的话使我茅塞顿开，我要求自己每

周除编报外至少写一篇稿外投；编辑
稿件时，努力发现新人。我先后编发
了 100多名职工的处女作，为报纸培
养了一个庞大的作者群，有的作者由
工人转为干部搞宣传，改变了命运。
那段日子，写稿和编稿如一双翅膀，让
我在文字王国里翱翔，使每一个普通
的日子都充满快乐。我写的编辑体会
《我偏爱初投稿者》在《新闻爱好者》杂
志 1988年第 3期刊登，我由此结识了
编辑张寅清老师，在他的鼓励下，我的
多篇“编辑札记”发表。

屈指算来，从《河南日报》发表我
的第一篇文章到今天已经 49年，翻开
珍藏的一张张样报，有消息、有通讯、
有散文……这也是我人生旅程的记录
和见证。往事并不如烟，经过岁月的
沉淀、打磨，反而更加清晰，在我心中
定格为永恒。如今翻阅着这些剪报，
心中涌起一阵阵感动。《河南日报》是
我人生理想起航的地方，奠定了我一
生的发展方向。这张报纸给我人生的
启迪，带给我人生的欢乐是难以用语
言表达的。多年来，不管历经多少磨
难，总有一种精神支撑着我去奋斗，眼
前总有希望的火光鼓舞着、激励着我
为理想去拼搏，那就是：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

今年 72岁的我，在《河南日报》70
岁生日时，作为一个通讯员，为表达心
中的情愫，想到一首歌《绿叶对根的情
意》：“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
的土地……”③5

（作者原为《舞钢报》编辑）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4 月 30 日，卢氏县瓦窑沟乡古寨
村，贫困户黄怀敏正在猕猴桃园里忙
活。“这些多余的侧芽要掰掉，只留下
强壮的一枝，积攒力量开花结果。”他
一边给记者示范，一边介绍，“这片猕
猴桃树栽种两年了，去年已经挂果，明
年是盛果期，到时候坐在家里就可以
数钞票了。”

黄怀敏家挂着文明诚信家庭“文
明户”的牌子，他的信用等级是 A级，
又是文明户，通过金融扶贫小额信贷
免息贷了5万元，在自家院子里搭棚子
种植了 2万棒香菇，又种了 16亩猕猴
桃、一亩桫椤树，在桫椤树下套种中药
材，他正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古寨村村民万吉祥是文明诚信家
庭“标兵户”，他通过金融扶贫小额信

贷发展兰草种植，成为卢氏首届“百佳
脱贫示范户”。他成立了兰草种植合
作社，带领更多的贫困群众一起种兰
草脱贫致富。

“卢氏县主导产业是果、牧、菜、菌
和旅游，为了引领贫困群众积极发展
主导产业，县里抽调了3000人，用3个
月时间，对 8.7万户贫困户进行了信用
评价，具体评价指标有 144项，根据不
同的得分，评为 A、2A、3A、4A 四级，
对应地可获得财政贴息贷款 5 万元、
10万元、15万元、20万元。如果被评
为文明户、标兵户，可增加贷款 5 万
元。”卢氏县金融办主任常新红说。

有了主导产业支撑和信用评价体
系保障，卢氏县政府和金融部门联合，
抽调县、乡、村人员，成立了县级金融
服务中心、乡级金融服务站、村级金融
服务部三级服务队伍，解决了金融扶
贫“谁来干活”的问题。

“因为有了产业和信用的保证，所
以贷款给了谁、贷款做什么有的放矢，
所有审批按流程，4 个工作日贷款到
位，客户经理与村干部联合办公，让贫

困户从申请到获批贷款，只跑一次银
行就可以了。”卢氏县农村商业银行金
融扶贫部总经理刘洋波说。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省农业信贷
担保有限公司、省中心企业担保集团
和卢氏县政府共同介入，通过三级担
保共同分担风险，即卢氏县农商银行
10%、卢氏县政府 20%、省农业担保公
司50%、省中心企业担保集团20%，形
成“四位一体”的模式。

在卢氏县东明镇涧北村，依靠金
融扶贫贷款，新建的德海菌业香菇菌
棒厂日产香菇菌棒8万袋，不仅解决了
周边 200 余名群众就业，还在卢氏县
12个乡镇建扶贫产业基地，搭建 1100

多个香菇、蔬菜大棚，带动 2000 多户
贫困户脱贫致富。

“金融扶贫的理念是以产业带动
脱贫为主导，把扶贫小额信贷精准用
到贫困户发展生产、有效带动贫困户
脱贫致富的特色优势产业，以产业发
展激活金融扶贫，以金融扶贫支撑产
业发展。”三门峡市扶贫办主任王耀
文说。

在“卢氏金融扶贫模式”的引领
下，三门峡市立足资源优势，围绕特色
农业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
续稳定投入金融扶贫资金，促进了当
地特色产业“裂变式”发展。2017年以
来，累计投入金融扶贫资金 15.45 亿
元，发展林果种植 24.55 万亩、中药材
种植 25.58 万亩、食用菌种植 1.91 亿
棒、设施农业6915亩。

“引来金融扶贫贷款这股源头活
水，三门峡市基本实现了贫困群众稳
定增收脱贫。2018年脱贫人口53731
人、103个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
年年底的 14.8%降至 2018 年年底的
2.23%。”三门峡市市长安伟说。③5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尚明达

放眼全国，叫赵庄的村很多，
但只有滑县城关街道办的赵庄被
评 为 全 国 文 明 村 。 这 个 村 有 啥

“过人”之处？
4 月 30 日 ，记 者 来 到 这 里 。

好一个被“热闹”包围的赵庄，不
仅前后左右高楼林立，村外临街
一排门面房更是生意火爆，餐饮、
装修、化妆品、服装等一应俱全。

可谁想到，走进赵庄，却是另
外一番景象：宽敞整洁的广场上，
几位老人在活动器材上锻炼；文
化气息浓厚的党建主题广场，年
轻妇女抱着小孩在浏览橱窗；精
致的小游园里，花朵开得正艳，植
物绿得生动……好一个静谧和谐
的天地！

赵庄村党支部书记仝万粉是
位女同志，今年 58 岁，身材高挑，
服装得体，一看就是利落人。仝
支书说，赵庄是典型的城中村，外
来人口多，村民文明程度和素质
参 差 不 齐 。“ 原 来 村 里 脏 得 不 像
话，私搭乱建尤其严重，在村里走
一圈心里还不够堵得慌。”回忆起
刚上任的场景，她皱起眉头。

从 2014 年开始，他们开始了
人居环境治理：对污水处理实施

管网改造，废水污水通过村下水
道 ，集 中 排 入 地 下 城 市 管 网 ；硬
化路面 8000 余平方米，栽种树木
800 余 棵 ；拆 除 违 建 20 余 处、旱
厕 6 座 ，清 理 垃 圾 1000 余 立 方
米。 2015 年，他们又对全村 133
户家庭旱厕实施改造，投资 28 万
元 在 村 口 新 建 二 类 公 共 厕 所 1
座，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率达到
100%。

环境改善了，村民素质怎么
相应提高？赵庄村探索出一条新
路。首先是鼓励村民自主创业，
让大伙儿都有活干。村民李明率
先在外办起了企业，还带动本村
二三十户就业。目前，打工的、做
小生意的、租赁门市的，只要能干
活，都没在家闲着。其次是通过
评选营造文明氛围。每年进行两
次“星级文明户”评选，标准严格、
奖励明确；每年评出“好婆婆、好
儿子、孝媳妇、孝女婿”，戴上大红
花，奖励电动车。成立红白理事
会和监督委员会，规定宴席不超
15 桌，提倡零彩礼，刹住攀比风；
打造党群服务中心，干部党员带
头做志愿服务……

如今的赵庄，脏乱差的环境，
游手好闲、赌博酗酒的行为都已
成过往，孝老敬亲、互助友爱、勤
劳奋进蔚然成风，“文明”之花散
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③4

我省机关团体禁止建设
接待功能场所

第二届信商大会签约254.4亿元

金融扶贫“贷”动产业致富

河南日报社庆70周年主题征文
——我与河南日报

49年前
我的理想从这里起航

春访赵庄

5月 5日，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一批高附加值引线框架材料产品正陆续下线。该企业不断加大高品质产
品的市场开发力度，拉动产销增长，其自主研发的国内独家全流程替代进口的新一代引线框架材料产量规模和产品
质量，在国内市场上持续保持较强竞争力。⑨3 潘炳郁 摄

打造精品 开拓市场

引来金融扶贫贷款这股源头
活水，三门峡市基本实现了
贫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

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短袖、裙子
撑起了整个五一假期。但是，随着假
期结束，冷空气也正式“开工”，降雨、
大风、降温全部“到货”，局地阵风可达
7级，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10℃。

5月 5日，省气象台预测，6日白
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
区有阵雨、雷阵雨。6日夜里到7日，全
省阴天，沿黄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有
小雨，其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地区有中
雨。受冷空气影响，6日白天全省偏北
风4级~5级，阵风6级~7级。6日气温

较前期下降 8℃~10℃。10 日，北部
阴天，局部有阵雨或小雨。周平均气
温：西部山区 16℃~17℃；其他地区
19℃~21℃。周内极端最高气温：全
省30℃~32℃。

根据目前作物生长状况、结合
土壤墒情及未来天气预报，省农业
气象专家建议，目前我省冬小麦已
陆续进入灌浆期，此间气温高，蒸腾
作用强，植株代谢旺盛，豫北、豫中、
豫东等墒情不足的地区，要及时浇
好灌浆水。③9

冷空气已“到货”
降雨、大风、降温组团来袭

5 月 2日，河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学生在扶沟县蔬菜园区基地整枝打
杈。该学院的30名大学生在节假日来到田间学习大棚西瓜栽培技术，练就农
技本领。⑨3 黄金峰 摄

（上接第一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
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绿色发
展引领乡村振兴；传承发展提升农耕

文明；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支持和鼓
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坚决
打赢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战；加强
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书中
收入 286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年12月至2019年3月期间的讲
话、报告、指示、贺信等7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上接第一版）自觉做到“五比五不

比”，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生行动。

落实“五转”“五带头”，关键是用

好干部考核“指挥棒”。考核指向引领行

为取向。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使

考核在体现“五转”“五带头”理念上导

向明确、路标明晰、尺度精准、运用充

分，引导党员干部以学习新成效、工作

新成果、作风新形象推动改革发展新

实践。进一步完善综合+专项+第三方

民意调查的考评体系，综合运用平时考

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等四

种方式，多看现场、多见实事、多访群众，

解决多头重复考核、重痕不重绩等问题，

通过考少考精、考准考实，把干部的思想

和行动聚焦到“五转”“五带头”上。

落实“五转”“五带头”，重点是倡

树担当出彩好典型。列宁同志讲：

“活榜样的作用，比任何宣言和任何

会议都要大。”在谱写中原更加出彩

新篇章、争做出彩河南人的新实践

中，及时发现、挖掘、选树各个行业各

条战线贯彻落实“五转”“五带头”理

念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典型引路，以

榜样育人，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全神贯

注抓工作、心无旁骛干事业的精气

神，“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

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

人民的大敌。“五转”“五带头”，考验

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转作风树形象、与

形式主义作斗争的政治担当和履职

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要以开展“基层减负年”为契机，自觉

践行“五转”“五带头”的工作理念，铆

足干劲、奋发有为，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绚丽新篇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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