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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 谭勇）6月 13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会同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中
原银行在郑州召开河南省支持建筑业发展银企对接会，
3家银行提供 370多亿元意向贷款和授信资金助推我省
建筑业转型发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支持建筑业发
展银企对接是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筑业转型发
展的决策部署，落实《河南省建筑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
（2017—2020年）》的一次重要行动，对促进我省建筑业
转型升级和建筑企业做大做强具有重要意义。

对接会上，3家银行与 12家建筑施工企业举行了签
约仪式，意向贷款和授信资金达 370多亿元。近年来，
3家银行不断加大对我省建筑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
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为 3745 家建筑企业融资贷款达
555.67亿元，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为建筑行业客户核定
授信额度550亿元，贷款余额300亿元，中原银行提供建
筑业资金支持达300亿元。③5

大户带小户 种地走新路

370多亿元助我省
建筑业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6月 11日至 12日，支持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现场会在汝州召开，国家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出席会议并讲话。

胡祖才说，近年来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当前返乡创业正处在历史窗口期和机遇
期，具有多种叠加的发展效应，要进一步深化认识，抓住
关键，着力破解返乡创业工作的痛点难点：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加大政策支持，降低返乡创业
成本；强化要素保障，增强返乡创业活力。要狠抓落实，
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加强协作、精准发力，典型引领、点
面结合，强化考核、务求实效。

会上，汝州市介绍了培育机绣纺织特色产业集群的经
验做法，贵州省正安县等有关试点地区作交流发言，河南
等5省发展改革委介绍统筹推进返乡创业试点工作的经
验做法，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阿里巴巴集团
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下一步支持试点工作的设想打算。③5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月 11日，我省金融扶贫工
作推进暨问题整改会议在郑州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我省扶贫小额信贷已累计发放约481.66亿元。

会议进一步梳理了我省金融扶贫工作中的问题，对
金融扶贫工作进行了再动员再部署。会议要求全面推动
金融扶贫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卢氏模式，扩大扶贫信贷
投放。据了解，全省 4月份扶贫小额贷款新增贷款超过
1.44亿元，今年累计贷款金额超过 8.81亿元，历年累计
贷款约481.66亿元，今年全省新增户贷率为1.2%。我省
小额扶贫贷款还款情况良好，其中郑州市、鹤壁市、漯河
市、南阳市实现了零逾期。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大部
分扶贫小额信贷进入了集中还款期，各地要增强风险意
识，树立底线思维，坚持一月一监测、一月一分析、一月一
调度，加强资金跟踪和监管服务，确保不发生区域性系统
性金融风险。③8

本报讯（记者 陈辉）6月 13日，记者从省工信厅获
悉，工信部新近公布了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全
国共有248家企业入选，我省5家企业上榜。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指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
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
的排头兵企业。工信部计划从今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
（2018—2020年），培育600家左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促进其在创新能力、国际市场开拓、经营管理水平、智
能转型等方面得到提升发展。我省入选的5家企业分别
是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富耐克超硬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缆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奥特科技有
限公司、安阳全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按照要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要继续专注于细
分市场，聚焦主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改善经营管理、提升产品质量、实现创新发展方面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③5

推动返乡创业工作
取得更大成效

我省扶贫小额信贷累计
发放超481亿元

全国首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公布

我省5家企业入选

田野“交响曲”

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 周晓荷 史晓琪
曹萍 黄晖）连日来，省直机关相继召开会
议，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进行部署安排，努力推动主题教育工作标准
立起来、效果实起来、质量高起来，以实际行
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优异成绩迎接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6月 13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召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会
议要求，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
彻落实。以筑牢绝对忠诚、勿忘人民、深化
改革的理想信念为关键，让主题教育的标准
立起来，要结合集团实际，在主题教育中不
断强化理想信念入脑、入耳、入心，做到见态
度、见行动、见效果；以坚持问题导向为抓
手，让主题教育的效果实起来，要对照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的
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和身边榜样查问题找
差距；以强化组织领导为保障，让主题教育
的质量高起来，要努力把规定动作做到位，
把自选动作做出彩。

6月 12日，省教育厅组织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时
代楷模、镇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校长张玉
滚等人用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讲述初心
和使命。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
说，全省教育系统要提升政治站位，准确把
握主题教育精神实质；落实重点措施，在学
习教育、检视问题中悟初心、守初心，在整改
落实、解决问题中勇作为、践使命；精心组织
实施，把学和做结合起来、把查和改贯通起
来，做出教育系统特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建设教育强省、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月 13 日，省体育局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省体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万旭在会上要求全体党员
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
来、统一到省委学习要求上来，真正做到思
想观念上更加重视、行动贯彻上更加有
力。万旭说，每一个河南体育人都应该以
主题教育为契机，增强政治自觉，以坚定的
使命感勇于担当作为，传承初心、履行使
命，在坚强党性、提升素质、转变作风、破解
难题上下功夫，切实以坚定的信念、过硬的
素质、优良的作风担当起建设体育强省、健
康中原的重任。

6月 12日，省医疗保障局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会
议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
融入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教育，不划阶段，
不分环节，实现党组织全覆盖、党员干部全
员参与，教育和激励全体党员干部牢记职
责和定位，秉持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发挥表率作用，勇于担当作为。省医保局
党组书记、局长郑子健强调，要着力营造学
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按照“千方百
计保基本、始终做到可持续、回应社会解民
忧、敢于担当推改革”的基本思路，围绕完
善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这条主线，做好助
力脱贫攻坚、抓好“六个专项”、深化医保改
革、夯实工作基础等重点工作，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医保事业发展高质量。

省委第七、第十一、第十二巡回指导组
分别到会指导。③4

省直机关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6月 8日，在原阳县蒋庄乡王屋村，村民们满怀丰收的喜
悦抢收小麦。该村附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机声隆隆，一派繁
忙景象。⑨3 刘书亭 摄

▼6月 11日，民权县野岗镇郑庄村农民在田间抢收小麦，
夏收夏种已接近尾声，当地群众抓紧有利时机抢收抢种。⑨3
豫之岷 摄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6月 13
日，记者从省农机局获悉，截至当
日 17时，我省 8600多万亩小麦除
豫西山区少量尚待成熟外，小麦机
收基本结束，高峰期日收获小麦超
1000万亩，机收率保持在 99%以
上，跨区作业、趁天抢收，进一步稳
固“中原粮仓”。

我省是全国小麦主产区之一，
小麦常年种植面积 8600 万亩左
右，产量稳定在 700亿斤以上，占
全国 1/4强。作为农业大省、粮食
生产大省，在今年“三夏”生产中，
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
粮食生产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
时候都不能丢”的指示精神，坚决
抓好粮食生产，扛稳粮食安全这个
重任，展现了河南的政治担当。

今年麦收，自 5 月 25 日南阳
大规模机收作业启动，至 6 月 13
日全省麦收基本结束，历时20天，
全省“三夏”机收作业秩序井然，基
本实现了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麦收期间，全省收割机投入总
量约 18.8万台，其中，参加跨区作
业的联合收割机中喂入量 6公斤

及以上的占比近八成。“大喂入量
收获机参加机收会战，有效保障大
面积抢收，加快全省麦收进程。”省
农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麦收高峰
期，全省日投入联合收割机 14.5
万台，日收获小麦1048万亩。

6月 5日至 6日，全省大范围
降雨，豫南多地积极组织雨前抢
收。其中，上蔡县多渠道发布信
息，各方驰援收割机1000余台，收
割机日投入总量超过 7000台，日
抢收小麦70余万亩，基本实现“龙
口夺粮”。

当前，各地利用雨后墒情，组
织机播作业。截至 6 月 11 日，全
省累计夏播面积 7656万亩，占预
计面积的 85%。粮食作物已播
5715万亩，其中包括玉米 4867万
亩、水稻 452 万亩等。花生已播
1387 万亩，大豆已播 384.5 万亩，

“三夏”生产基本实现收获一块、播
种一块。

据悉，随着我省麦收基本结束，
大批收割机已陆续转战山东、河北
等地作业，预计出省作业收割机总
量将保持在3万台以上。③5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6月 13日晚，大型多媒体音
画剧诗《星空》在河南大学上演。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
委高校工委书记江凌出席活动。

《星空》是根据“全国优秀教师”李芳同志的事迹创作
的原创舞台艺术作品。2018年 6月 13日，信阳市乡村教
师李芳同志为护送学生，以身挡车，永远离开了自己挚爱
的三尺讲台。为进一步宣传好李芳同志的感人事迹，河
南大学编创了这部舞台剧，用艺术表现手法诠释和讴歌
李芳老师身上体现的忠诚、大爱、担当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省教育厅、省委高
校工委把弘扬李芳同志崇高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开展了多
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当晚，省教育厅机关及直属单位处级
以上党员干部和河南大学师生代表近2000人一起观看了
演出。演出现场感人至深，掌声不断响起。大家纷纷表示，
李芳老师用她那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付诸行动的大爱之举诠
释着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和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崇高追
求，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楷模！要以李芳老师为榜
样，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用实际行动体现主题教育成果。③5

不忘初心 芬芳永续

大型音画剧诗《星空》
致敬全国优秀教师李芳

□本报记者 刘红涛

“ 今 年 联 合 社 的 小 麦 亩 产 都 在
1200 斤靠上，又是个丰收年！”6 月 9
日，在夏邑县会亭镇郭吕庄村麦田里，
看着收获的新麦，夏邑县德农先锋种植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朱传海笑逐
颜开。

“联合社经营土地4900多亩，全部
是种子田，今年产量上去了，大伙一起
赚钱了！”朱传海和合伙人在收获小麦
的同时，一起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朱传海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高中
毕业后在郑州一家种子公司从事销售
业务。“我长期与农民打交道，种植、管
理、销售方面有经验，为何不回乡创一片
天地呢？”2011年 4月，他返乡成立了德
农先锋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土地 200
多亩开始创业，主要为种子公司代繁小
麦良种。

种地如何“种”出效益？2016 年，
朱传海提出了合作社组建“联合社”抱

团发展的思路。2018 年，以德农先锋
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主体，朱传海联合了
11家合作社、家庭农场组建了联合社。

想种好地，要舍得“硬件”上投入。
目前联合社拥有大型联合收割机、大功
率拖拉机、旋耕机、植保无人机等农机
30多台（套），4900亩土地耕种收全程
实现机械化，还有能力服务附近村民。
在夏邑县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联合社
建起了日烘干作物60吨的烘干塔，今年
还准备购买联合作业一体机，深松、旋
耕、施肥、播种、镇压一次完成。

联合社有大型农机作支撑，抢收抢
种效率提高了，作业费用降低了，同时
农资上也有议价权。像今年的小麦，种
子、化肥、农药、植保作业等成本每亩地
减少100多元，小麦作为种子加价回收
加工后每斤可卖1.5元左右。联合社种
植的小麦、玉米、大豆全部作为种子后，
加入联合社的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每亩
增加收益300元左右。

种粮效益上去了，在联合社带动

下，会亭镇郭吕庄村、朱土楼等 4个村
4000多农户的 1万亩土地都种上了优
质小麦。

“跟着联合社种地，村民投入减少，
耕种收成本降低，有效抵御种粮中的
风险。”朱传海计划，下一步联合更多
农户，采取土地入股方式，以“保底收
入+收益分红”的模式开展更大规模经
营，带动更多农民增产增收。

“大户带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农民
种地实现了稳定收益。”夏邑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胡序涛说。

在豫东产粮大县郸城县，于培康是
当地一家种植合作社的理事长。他不
仅有 3.2万亩优质麦生产基地，这几年
还利用现代化的农机设备为农民提供
托管服务。

于培康掰着手指头分析：与农民传统
的分散种粮相比，合作社规模化托管，投
入更低、产出更高，粮食质量还有保障，“种
地‘单打独斗’风险大，抱团发展、规模化经

营是一个方向。”
不仅仅是托管，于培康的合作社

还带领农民统一深松、统一播种、统一
管理、统一收获、统一销售等，提供面
向小农户的多种社会化服务，农民降
低了种地成本，提高了粮食质量，连接
了大市场。如今于培康的合作社成员，
由刚成立的 220 人扩大到了 6000 多
人，土地经营面积预计到今年年底能达
到5万亩。

河南农业大学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李伟认为，中原农耕文明深厚，农民对土
地有感情，我省有 2000多万农业经营
户，小规模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他建
议，各地要加大对专业种粮大户和家庭
农场的培育力度，支持与扶持其规范发
展，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建立
新型经营主体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
制，引导小农户入社、入产业链，携手闯
市场，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益，共
同筑牢“中原粮仓”。③5

我省小麦机收基本结束我省小麦机收基本结束
高峰期日收获小麦超高峰期日收获小麦超10001000万亩万亩，，机收率机收率9999%%以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