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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杨帆

“哎呀，你们又来看我了。”“这是给您买
的鸡蛋，还有食用油，您最近身体咋样啊？”

每到节日，孤寡老人王河滨简陋的家
里就热闹起来。国网信阳供电公司春风志
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总会前来陪着老人唠
家常、检查用电线路、打扫室内卫生……

“闺女啊，你们常年来看我，真的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啊！”老人拉着一位身穿红
马甲的志愿者激动地说道。

这位老人口中的“闺女”，就是“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国网信阳供电公司营
销部服务专责、客户服务中心团总支书记、
春风志愿者服务队分队长金掇。

自 21岁入职以来，金掇获得的荣誉可
是太多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河南省五一巾帼标兵”“河南
省青年岗位能手”“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优秀

服务之星”“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青年五四
奖章”……更被群众称为“光明使者”。

“我家的用电量咋可能这么多呢。”6月
2日，客户梁先生打来电话，“差不多是上个
月的4倍了，咋回事啊！”

“您先别着急，我们刚才调出了您的电
费清单，发现对应的电量和电费都是正确
的。这样吧，我现在带技术人员去您家看
看，找找问题出在哪。”

折腾了半天，金掇和同事发现电表计
量数据和电费单也是一致的。看着梁先生
仍然很生气，她一边和梁先生拉起家常，一
边仔细和客户分析电量高的原因。

“您这是新居吧，是不是用了新的电器造
成电量增长？”“对，我是去年12月才搬进来
的，但在以前住房用电量才100多度，就算电
器增加，电量也不可能增长几倍吧？”梁先生
情绪非常激动。“您别着急，让我们的技术人
员给您测算下，大致可以了解您的用电量。”

她和技术人员一起对梁先生家中的电
器以及各种电器的额定功率进行查看、记
录，并询问了各类电器每天大约使用时
间。按照测算，梁先生一个月的用电量近
450千瓦时，略超实际用电量。

“真是谢谢你们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些
电器这么费电。本来是我自身的原因，还让
你们星期天来加班多跑路，真不好意思啊！”

“我的工作就是为群众解决问题。”
这是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为

此，她将日常工作中收集到的服务案例情
况和问题加以整理，凝练总结出“三精、三
勤、三细”工作法；制定信阳供电公司定点
联系企业服务联系卡；在营业窗口大力开
展“多说一句话”活动；参与编写《信阳供电
公司“首问负责制”管理办法》《信阳供电公
司“首问负责制”管理流程》，让顾客群众只
进一个门，只找一个人，办完所有事。

金掇的服务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

聋哑人来到营业厅，金掇便用手语跟他交
流，手把手教他如何使用“电 e宝”APP进
行缴费。“在工作中也会遇见这样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帮残疾人朋友解决实际困难，
我自己就买了一些手语书，跟着视频学了
一些简单的手语。”金掇告诉记者，“前不久
还在路上碰见他了，隔老远就跟我打招呼
呢，让我高兴了好久。”

近年来，金掇先后组织开办青年员工
业余辅导班18次、与16个社区建成了电力
服务联系点、常年与5户孤寡老人结成帮扶
对子，定期上门服务，赢得了群众热情点
赞，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见证了她在
群众心目中“光明使者”的地位。

“服务窗口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她
每天做着不平凡的小事，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她
就是我们的榜样。”金掇的同事樊向辉告诉
记者。8

地方传真

信阳师院

大别山大学生微电影节显
“国际范儿”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通讯员 王琰）
近日，第三届大别山大学生微电影节暨第八届金画眉大学
生电影节颁奖晚会在信阳师范学院举行。

“能从7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我真是太高兴了。”6
月 2日，获得“最佳导演奖”的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学
生施祎洲回想起当日获奖时的情景，仍激动不已。

据悉，今年3月份活动启动以来，组委会共收到来自海
内外 103所高校的 753部影片。其中来自纽约电影学院、
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82部优秀微电影获奖。

从 2017年至今，由大别山革命老区高校联盟主办的
大别山大学生微电影节已经连续成功举办 3届，从最初鄂
豫皖3省 21所高校参加，发展到如今海内外上百所高校同
台竞技。

承办本届微电影节的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院长焦
素娥兴奋地说：“我们坚持‘大学生拍、大学生办、大学生
看’，搭建了一个集学术研讨、专业交流、展示展播于一体
的国际化微电影交流平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著
名院校学生参加。我相信，大别山大学生微电影节一定会
越来越有‘国际范儿’。”8

热点关注

端午期间，2019年“首届商城县灌河源端午文化节”系列
活动在长竹园灌河源景区成功举办，吸引近7000人前来。商
城县检察院借此机会，上演了一曲曲精彩的普法节目。图为
检察干警在灌河源游客中心普法时的情景。8（汪海 摄）

“三夏”季节，淮滨县80万亩喜获
丰收。由淮滨县祥盛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叔敖”牌秸秆打捆机成
为麦田新宠，在丰收的田野里大显神
威，作业能力可达14—18亩/小时，还
可自带载草装置，暂时存储捆扎后的
草捆，并集中卸料堆放，大大降低了农
民劳动强度，实现了秸秆快速离田。
图为该公司组织的“三夏”服务队正在
使用秸秆打捆机帮助农民收割小麦秸
秆。8 符浩 摄

商城县

灌河源上普法忙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石磊 章昌炳

1 “一元公交”咋运行

浉河区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扶贫产业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李子耀 通讯员 陈礼军 陈龙）
5月 26日，把今年最后一批干茶送进信阳市稳臻农茶林有
限公司的仓库，拿着一大把崭新钞票的浉河区浉河港镇郝
家冲村贫困户历运宝高兴得合不拢嘴。

“稳臻公司和我们签订了带贫协议，我们炒制的干茶
不愁销路。”历运宝说，这得益于浉河区政府及时落实扶贫
奖补政策，协调当地农村信用联社为公司贷款 500万元，
帮助扩建过程中遇到资金困难的稳臻公司渡过难关。

“利用这笔资金，我们扩建了新厂房，购置了新设备，
发展日趋稳定，带贫能力也越来越强。”公司董事长周子月
表示，与他们签约的贫困户已有130余户。

为了加快推动带贫企业发展，浉河区对一批发展前景
好，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已协调当地农村
信用联社等金融机构，为43家带贫企业发放贷款1.3亿元。

不仅如此，在“户贷户用”方面，浉河区还支持有发展
愿望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应贷尽贷。

“我有养殖技术，就是没钱，是信用社贷给我两万元
钱，今年我购买了孵化设备，建了鸡舍，扩大了养殖规模。”
十三里桥乡左利村贫困户朱广顺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区扶贫金融资金的注入，增强了带贫企业
和贫困户发展产业的活力。43户“企贷企用”企业已带动
2580户贫困户，500户贫困户获得小额信贷，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道路。8

潢川县

小龙虾借冷链快速“出行”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高文达）“今

天早上收购的 7000斤小龙虾，通过冷链发货，北京、上海
的客商，第二天凌晨就能收到鲜活的小龙虾。”6月 1日，潢
川县农都集团小龙虾交易中心总经理王新义自豪地说。

当日上午，河南农都集团潢川县小龙虾分交易中心一
期工程正式在该县产业集聚区剪彩投用。

潢川县小龙虾综合种养面积已达 15万亩，成功创建
国家级稻渔综合示范区1个，省级稻渔综合示范区3个，全
县从业人员已达 1.83万人，可年加工成品虾 2万余吨，逐
步成长为全省最大的小龙虾养殖、加工基地县。

由有国内鲜活冷链巨头之称的聚鲜网络科技（上海）
有限公司和潢川龙头企业河南浩华集团，联手打造的河南
农都集团小龙虾产业园，共分三期建成，总投资 10亿元，
主要建设小龙虾交易中心，鲜活及冷链物流，制冰厂及冷
库、种苗与饲料、小龙虾加工及包装、进出口电子商务、供
应链管理、企业孵化器、职业技术教育、品牌餐饮和休闲旅
游、豫南农副物流中心等，打造小龙虾全产业链。

据农都集团董事长张建新介绍，已经投产的一期工
程，主要包括集检疫、信息、溯源、冷链物流、金融和服务于
一体的一站式小龙虾交易平台。预计项目全部建成后，实
现年交易额破 100亿元，可带领 5万贫困户通过小龙虾产
业脱贫。8

“乡村要振兴，交通必先行！”潢川县
副县长沈伟表示，“一元公交”作为“四好
农村路”的有益探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见证着群众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热切期盼。助力乡村振兴，“一元公
交”仍需巩固提升。

持续提档升级，打造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样板路”。近年来信阳乡村公路建
设力度持续加大，交通状况有很大改观，
但通行能力弱、安全水平低的问题仍然客
观存在，特别是节假日期间，大量人员返
乡和外地游客涌入，停车难、会车难等“城
市病”纷纷在广大农村上演。

“老乡奔小康，路得先通畅”，一方面
要加大道路交通补短板力度，建立交通支
持乡村振兴的常态化机制，构建集“建管
护运”于一体的标准体系，提高乡村道路
通行能力、安全水平；另一方面，整合城乡
客运资源，创新运营方式，推动城乡公共
交通一体化，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互联互通。

联结特色产业，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
“幸福路”。道路通，百业兴；道路畅，百业
旺。信阳市特色农副产品资源十分丰富，
旅游景点星罗棋布，过去交通不便，“藏在
深山无人识”，随着乡村公路的通达，很多
已经走出深山、声名鹊起。

发挥好“四好农村路”的综合效应，大
力开展“美丽公路”建设，推进乡村公路建
设与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休闲体育、养生
健康等产业有机衔接，通过“交通+旅游”

“交通+民宿”“交通+花木”等多种形式，
带动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

破解这些问题，需要加快县、乡、村三
级交通物流站场和信息系统建设，推广货
运班线、客运班车代运邮件等农村物流组
织模式，加快培育农村物流市场主体，让
人流、物流、信息流“引得进、出得去、行得
通、走得畅”,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
强大动力。8

大别山下“放光明”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信阳供电公司职工金掇

潢川县是全国 44个交通枢纽中唯
一的县级城市，但乡村公路运营一度滞
后。2016年以前，全县272个行政村中
有156个未通公交。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落后现状，推动
地方经济“跑起来”，他们以真通实达为
目标，围绕“能否开通、谁来开通、咋保
持续”进行专题研究，在实现全县 80%
以上通村道路能够满足 6米以下客运
车辆通行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城市公交
公司、城乡客运公司等运营主体和当地
农民、学生、干部、游客等消费主体意见
建议，深入总结和汲取多地城市公交和
城乡班车运营经验教训，提出既不搞政
府包揽的城市公交模式，也不照搬城乡
班车完全市场化的运营办法，积极探索

“政府补贴+公司运营”的新模式。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调研论证和筹

备，2017年 12月，潢川县全面开通“村
村通班车”，客车线路总里程达1294公
里，日运营164个班次，形成了以乡镇为
单元、以行政村为节点的通村客运网络。

坚持科学规划。将县乡客运线路

分为两段，城乡公交负责城关至乡镇集
市，通村公交负责各村到乡镇集市。全
县设计线路 37 条，每乡镇设置 2 至 3
条，每条线路覆盖3至 5个村，县乡村无
缝对接，“镇镇有站场、村村有站点”。

坚持科学运营。按照“突出公益、
兼顾效益”的原则，确定恒大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负责运营，投入600余万元定
制了 41辆专营客车，签订 8年合同，约
定每车月运营里程不低于 2500公里，
年运营里程不少于 3万公里，保证“日
日通、时时通”。

坚持科学奖补。在兼顾企业运营
成本和财政承受能力前提下，给予每车
每月 1万元财政补贴，有效防止单纯政
府大包大揽、“财政补贴不起”和完全交
给市场、“企业亏不起”的情况。

坚持科学管理。对车辆实行统一
颜色、统一标识、统一保险额度、统一安
装定位装置、统一调度管理、统一票价
标准，采取行业管理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的考核评价机制，保证政府补贴钱有所
值，公交运营群众满意。

“出门就有路，抬脚便上车，一元到终点。”“一
元公交”解决了群众出行难题，促进了城乡要素流
通，为乡村带来了人气、财气的同时，也为党和政
府在基层凝聚了民心。

赢得了群众口碑，乡村人气更旺了。双柳树
镇晏岗村村民熊永明说，未通“一元公交”时，村民
出行多搭乘三轮车和面包车，不仅费用高，安全隐
患也大。“一元公交”运营后，上车1元、出行方便，
群众赞不绝口。路畅了、车通了，进城务工和返乡
创业双向流通加快了。一些村民在镇上找到工
作，每天乘车上下班；不少外出打工者也纷纷返乡
创业。2017年以来，潢川县返乡创业4100多人，
带动就业14000多人。

促进了产业发展，致富路子更多了。“一元公
交”与多家快递企业合作，改变了物流不进村组的
状况，村民的茶叶、苗木等土特产“走”出乡村更方
便。客车途经全县 52个“多彩田园”产业示范基
地，带动了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发展。
仁和镇连岗村党支部书记刘家金告诉我们，如今
村民们有的搞起了花木、茶叶，有的开起了饭店、
宾馆……连续举办多年的连岗村樱花节，引得乡
村游人如织，一天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村民人均
收入每年增长10%以上。

盘活了闲置资源，企业发展更好了。随着高
铁、飞机等出行方式日益普遍和网约车、自驾车兴
起，传统城乡客运模式受到冲击，客运量持续下
降，企业从业人员、站场设施、检修设备等资源闲
置浪费。通过“一元公交”，客运企业转变观念、

“车头向下”，不仅让人员、设备等重新找到“用武
之地”，还让企业找到了新的盈利点。“一元公交”
也为传统客运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新路子。恒大
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运坦言，他们估算
过，8年合同，前5年就能回本，后3年实现盈利。

5月 15日，信阳市市长尚朝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承诺，将

“一元公交”列为2019年信阳市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向全市推广。

“一元公交”是潢川县“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项民心工程、发展

工程、振兴工程，让广大农民享受到了公共交通服务均等化带来的获

得感、幸福感，运行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 “一元公交”带来啥

3 “一元公交”
咋提升

赶集回来的农民正在乘车

淮滨研制出
秸秆自动打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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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公交一元公交””
跑出乡村跑出乡村振兴振兴““加速度加速度””

——潢川县“四好农村路”建设调查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