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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书记为了帮我办理残
疾证，一趟又一趟地跑。
没有孟书记，我这个残疾
证难办下来。

2.4
万元

花石村村民通过
入股分红、打工工
资、集体分红，去
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2.4万多元

●● ●● ●●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

“孟书记来啦，快屋里坐。”“中午做啥吃
的？”“蒸土豆，一起吃吧。”7月15日，三门峡
市卢氏县官道口镇新坪村75岁的任爱荣老
人与驻村第一书记孟宪磊拉着家常。

任爱荣是位有54年党龄的老党员，由
于年纪大、身体不好又常年一个人生活，孟
宪磊总牵挂着她。“你看，翻修房子、砌灶
台、硬化院子都是孟书记找人帮忙干的，连
家里的衣柜都是他给置办的。”任爱荣说。

让孟宪磊牵挂在心的何止任爱荣老人，
新坪村76户贫困户263人，都是孟宪磊最牵
挂的人，尤其孤寡老人和留守老人。修电
灯、打扫院子、送医看病，一件件暖心的事，让
他赢得了民心，也让他在新坪村扎下了根。

孟宪磊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当了 18年
兵，2016年 1月转业到河南省社会主义学
院，2017年 11月被派驻到新坪村任驻村第
一书记。“新坪村冬天特别冷，记得我刚来那
年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到零下20摄氏

度，我带着村干部踩着齐膝的积雪，一家一
家地走访、了解情况、慰问群众，到饭点就吃
在农家，他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孟宪磊说。

在80岁的乔四宝家中，他看到老人的
妻子樊竹玲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就记
在了心里。随后，他联系有关部门，询问办
理残疾证的条件和需要的材料。去年5月
31日，孟宪磊开车拉上两位老人，到卢氏
县人民医院进行鉴定，又带他们到残联备
案办理了残疾证，当天下午赶到官道口镇

民政所协助其申请了残疾人生活补贴。
“孟书记为了帮我办理残疾证，一趟又

一趟地跑。没有孟书记，我这个残疾证难
办下来。现在我每个月可享受 60元护理
费。”樊竹玲高兴地说。

像樊竹玲老人这样，新坪村贫困户中
的 6 名残疾人都在孟宪磊的帮助下办理
了残疾证，享受到了国家对贫困残疾家庭
的相关政策。

贫困户张天有和痴呆妻子一连生了4个
儿子，生活极度困难。因没有准生证等手续，
孩子都没有上户口，上学没有学籍。孟宪磊
积极联系公安部门多次协调，给4个孩子上了
户口。为了进一步解决张天有一家的实际困
难，经孟宪磊联系，张天有的两个小儿子进
了濮阳杂技艺术学校，学费和生活费全免。

“孟书记真是挽救了一个家庭。现在
张家两个大孩子在镇中学读书，成绩都很
好；两个小孩子在艺校学习，吃住都有了着
落。”新坪村党支部书记鲁彦铃说。

“孟书记刚来的时候，通知党员干部开
会，8点的会议，10点人才到齐。孟书记立

规矩，定制度，全村干部和党员的思想觉悟
和素质都得到极大提高，党员干部带头发
展经济的劲头也越来越足。”该村村委会主
任陈彦生说。

新坪村依托村内豫西大峡谷和豫西百
草园两个国家 4A 级景区资源，改善基础
设施，整修道路，亮化绿化村落，进行河道
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规范发展农家乐、农
家宾馆。现在全村 10个村民组，有 8个开
展了旅游项目。

“为了帮助开展农家乐的村民提高服
务管理水平，去年孟书记还组织我们去北京
怀柔学了一个月。”21号农家宾馆的常丹丹
说，“现在，每个村组都建有垃圾站，卫生条
件和旅游环境越来越好，我家的农家乐也从
原来的一层平房发展成了3层楼房。”

2018年，新坪村稳定脱贫15户 36人，
贫困发生率降至 1.27%，顺利实现了整村
脱贫摘帽；新坪村党支部被评为卢氏县五
星级党支部、三门峡市级“五星标兵”农村
党支部；新坪村被评为三门峡市乡村旅游
示范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③9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 15日，记者从河南省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获悉，为帮助学生和家长了解国家资助政策，
解除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后顾之忧，我省高校学生资助热
线已开通：周一至周五每天 8：00~12：00、15：00~18：00，
0371-55078999、0371-65357077两部电话接受咨询。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学生资助的宣传工作力度，确保“应助
尽助”，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通热线电话期间，各地市县
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各高校也同时开通热线电话，受理学生、
家长的咨询和投诉。学生和家长可通过河南省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网站www.haedu.net.cn和“河南学生资助”微信公众号查
询电话号码。学生与家长如有资助方面的问题，可先拨打就读学
校的热线电话；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再拨打河南省学生资助管
理 中 心 热 线 电 话 。 除 热 线 电 话 以 外 ，还 可 通 过 官 方
QQ800185185咨询，工作人员在线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问题，还可拨打国家开发银行的热线电话
95593咨询，或关注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咨询。

为了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目前，我省
已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
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师范生免费教育、高校大学生服义务兵
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直接招收士官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退役
士兵教育资助、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③5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周由

7 月 16日，驻马店市恒兴仓储物流产
业园区内，鳞次栉比的高规格仓库，层层叠
叠的大件电商产品……一股现代物流业
的气息扑面而来。

“我们园区平均每天能分拨35万单货
物，仅园区内的京东FDC仓日均发货量就
达8万件。”恒兴仓储物流董事长王东升自
豪地向记者介绍，作为豫中南地区规模最
大、建设标准最高的仓储公司，恒兴已经完
成从传统运输业向“互联网+现代物流”的
转型升级，先后吸引170多家企业入驻。

因驿而兴，临铁而活。驻马店自古就
有“天下之最中”的美誉，虽然不沿边、不靠
海、不临江，但依托便利的陆、铁交通，近年

来，驻马店持续打造更高层次开放门户，以
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路网，搭建起推动现
代物流发展的基本骨架，成为郑州、武汉、
合肥三大都市圈的重要物流节点城市。

京广铁路、京广高铁和 106国道、107
国道纵贯南北，京港澳、大广等5条高速公
路穿境而过。同时，驻马店正积极筹划南驻
阜铁路，紧锣密鼓建设周驻南、息邢、内罗、
许信正4条高速公路，加上紧邻的信阳明港
机场，驻马店已迈入立体交通新时代。在此
基础上，驻马店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力争
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铁路、高速公路、普
通干线公路为骨干的“三纵三横”综合运输
大通道，形成高效便捷的立体化对外交通走
廊。不仅如此，驻马店还加紧构筑以市区为
中心、辐射周边组团的“20分钟交通圈”和
紧密衔接下辖各县的市域“1小时交通圈”。

“区位优势是驻马店最大的优势，用足
用好这一优势，将是驻马店实现高质量跨
越发展的关键所在。”驻马店市常务副市长
金冬江说，从历史上的皇家驿站到今天的

立体化对外交通走廊，以驻马店为节点，物
流业可以辐射豫南六地市以及武汉、合肥
的4000多万人口。

通道建好，意味着物流速度更快、效率
更高、竞争力更强，也就打通了物流业转型
发展的“任督二脉”。驻马店以物流园区建
设为抓手，依托大型加工生产基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快递物流企业、电商物流平台等
市场主体，集中建设冷链物流、快递物流和
电商信息服务平台，重点推进福和等物流
园区建设，现代物流业发展主体不断壮大。

驻马店还积极建设县级分拨配送中心
和城乡末端设施网络，构建覆盖全市城乡的
分拨配送物流网络、城乡分拨配送中心。因
地制宜在县城近郊、产业集聚区、大型专业
市场、重点镇、重点景区等区域，规划建设城
市低温配送中心、快件处理中心等，打通城
乡配送最后一公里“微循环”，实现所有县与
乡镇冷链、快递、电商物流配送网络全覆盖。

硬件要素得天独厚，政策红利如何释
放？驻马店先后出台《驻马店市现代物流

业发展规划（2018-2020年）》等一系列文
件，着力降低物流企业的融资成本、运营成
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营造促进现代物
流业转型发展的“软环境”。

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认为，政策措施
的出台，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传统物流产业不
断发展壮大，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等国际国内要素在天中大地碰撞出极富创
造力的火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鼓励本地物
流产业向着智能化、自动化、高效化方向转
型升级，进一步抢占行业制高点。

据介绍，目前驻马店物流产业呈现蓬
勃发展态势，2018年，全市快递业务量完成
5267.41万件，同比增长60.92%，居全省第
二位。以驻马店国际公路物流港为代表的
福和冷链物流产业区快速发展，将成为豫南
地区首家集仓储、加工、配送、展销等于一体
的智能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基地。到2020
年，驻马店市现代物流节点城市地位将更加
凸显，产业规模效益将大幅提升，形成在全
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支柱性产业。③6

□本报记者 张海涛

山坡水塘、游船小火车，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在济源市
承留镇花石村却紧密相连，演绎着乡村“沉睡资产”的变形记。

“俺村今年用集体资产作抵押，头一次成功从银行贷款
90万元。”7月15日，村党支部书记周全喜告诉记者。

农村资产贷款难，是长期制约“三农”发展的金融瓶颈。
花石村能破解这一难题，得益于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
的推进。

2015年，全国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济源市
成为我省唯一入选的试点，花石村是济源的一个村级试点。

“村里到底有多少资产，过去谁也说不清楚。”周全喜说。
花石村的困惑也是众多乡村的困惑，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
资产存在着家底不清、归属不明、难以激活等问题。

清产核资是
改革的第一步。
走完这一步，花
石村的家底弄清
了：有荒山荒坡
等资源性资产，
有砖厂鱼塘等经
营性资产，有办公用房等非经营性资产，总计885万元。

第二步是厘清集体成员身份，全村693人被确认为村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折股量化后，一人一股。

今年上半年花石村还拿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
拥有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拥有了法人地位。

突破这些关键壁垒后，沉睡多年的资产终于激活了，今年
5月花石村从济源农商银行拿到第一笔贷款90万元。

这90万元为花石村发展旅游业装备了“新武器”：村里购
买了小火车、游船、碰碰车，此外还建了水上大舞台。仅小火
车绕着村道转一圈，村里就能多收入100元。

花石村近年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探索了
3种“集体经济模式”，建成滑雪场、水上乐园、千亩梅园等多
个旅游项目。如今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进一步激活了乡村
新动能，走进今天的花石村，村口有古色古香的廊桥，湖中游
人泛舟，餐饮街古韵十足……

记者来到花石村水上乐园，众多游客正在海浪池中享受
清凉。村民连小青是水上乐园的工作人员，她家入股村里旅
游项目13万元。说起去年的分红，连小青一脸笑容。

花石村村民通过入股分红、打工工资、集体分红，去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2.4万多元。

村里的消暑文化节已连续举行了一个月，每天晚上游人
如织。记者采访结束离开时，暮色四合，花石村人气渐浓，山
村夜经济的大幕再次拉开。③5

新坪村的贴心人

驻马店用足区位优势打造立体化对外交通走廊

搭建大交通 激活大物流

我省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

基层亮点连连看

山村“沉睡资产”变形记

7月 13日，在新县浒湾乡曹湾村，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的志愿者正为村民免费义诊。连日来，该院
“三下乡”社会实践小分队走进国家级贫困县新县开展义诊
服务，累计服务患者5000余人。⑨6 陈占科 摄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马甲恒 曹佳

盖大楼能否如同搭积木？河南省
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回
答是：能。在 7月 11日召开的漯河市
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暨双重预防
体系观摩会现场，承建漯河市立达双
创孵化园项目的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装
配式钢结构工程施工，盖大楼就像搭
积木。

走进位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立达双创项目工地现场，高高的塔吊正
不时起吊各种预制件，普通工地常见的
尘土飞扬、机械轰鸣场景几乎不见，处
处干净整洁、井然有序。“立达双创项目
包含3个单体建筑以及2万平方米的地
下车库，是漯河市最大的钢结构群体公
共建筑。其中办公楼联创大厦建筑面
积 45000 平方米，地下 1 层，地上 23
层，建筑高度 99.8 米，整体用钢量近

4500吨，是漯河市最大单体办公楼，也
是目前河南省‘箱型柱+H型钢梁’结
构体系最高的钢结构在建工程。”项目
负责人岳磊自豪地说。

如此高大上的具有地标性建筑性
质的建设项目，是如何像搭积木那样
施工的呢？装配式钢结构建筑，究竟
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带着疑问，记者
联系上了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漯河立达双创项目技术负
责人周夏冰。

周夏冰告诉记者，立达双创项目
联创大厦，装配率高达 88%。与传统
建筑模式相比，这种绿色装配式建筑
至少可以降低能耗 20%，减少建筑垃

圾70%，缩短工期45%，堪称建筑业的
一场革命。目前，仅有 20多人的施工
现场，实现了 5天一层楼的施工速度，
已经成了河南一建的新常态。

在距离立达双创项目工地 300
多公里的生产基地，钢梁、钢柱、钢支
撑……项目所需要的材料都在这里生
产，流水线、智能化、工业机器人、数字
化加工保证了每一阶段都能按照工程
计划施行。司机队长老刘检查完车队
后挥手发车，4个小时后，这一批钢构
件就可以运送到漯河立达双创项目
部。随后，在电焊工和安装工的手里，
变成联创大厦的一层层大楼。差不多
每隔 5天，就会再有一批材料从基地

发车运来……
“搭积木，环环相扣。”河南一建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杜巍告诉记者，装
配式钢结构施工有很多优点，除了施
工方便、进度快、抗震性能好，还有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残值回收率高。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应用也
是河南一建在施工过程中的一大特
色，为装配式钢结构工程施工保驾护
航。总之，装配式钢结构工程施工，
不仅能有效减少建筑垃圾和扬尘污
染，减少碳排放，缩短建造工期，更能
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水平。目前，我
省许昌市科技馆的穹顶、河南省体育
中心的体育场，以及北京鸟巢、首都

新机场等，都可以看到装配式钢结构
的身影。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新型
建造方式，是建筑企业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早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联合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力争用 10年左右时间，使装配式
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到 30%。
2017 年，住建部发布的《“十三五”装
配式建筑行动方案》更明确提出，到
2020年，全国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
的比例达 15%以上，其中重点推进地

区达 20%以上。就我省而言，装配式
建筑发展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
总体上发展还比较缓慢。大力发展包
括钢结构建筑在内的绿色装配式建
筑，可谓正当其时。

“要认真学习河南一建装配式建
筑施工技术，重点学习装配式建筑施
工过程中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漯
河市住建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郭平
宇说，装配式建筑是一个新的建筑体
系，当前漯河装配式建筑整体上还处
于起步阶段。如何在装配式建筑施
工过程中保证施工安全？双重预防
体系建设是主抓方向。河南一建集
团作为我省建筑企业中的龙头企业，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生产大于
天”的管理理念，装配式钢结构工程施
工技术更是全省领先，为漯河市建筑
业管理水平提升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相信在政策支持下，在河南一建
的带动下，漯河装配式建筑必将更好
更快地向前发展。

像搭积木一样盖大楼

河南一建装配式钢结构技术引领建筑风尚

7 月 16 日，在位于
孟津县华阳产业集聚区
的洛阳白马集团纺织搬
迁升级改造项目的生产
车间里，数百台现代先进
纺织机械高速运转着，工
人却寥寥无几。近年来，
该企业不断加大科技投
入力度，先后引进世界先
进的自动智能落纱机、穿
筘机等替代人工作业，尤
其是从瑞士引进的自动
穿筘机，每分钟可精准穿
筘纱线140多根，工作效
率是传统人工穿筘方式
的 8.6倍，有效提高了生
产效率。⑨6 郑占波 摄

机械巧手
赛织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