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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账民生
□本报记者 栾姗

厄尔尼诺特指发生在赤

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海水

大 范 围 持 续 异 常 偏 暖 现 象 。

厄尔尼诺现象通过复杂的海

洋与大气的相互作用造成天

气气候的异常变化，从而导致

暴雨、洪涝、强台风等极端天

气气候灾害发生。

厄尔尼诺

不断飙升的气温，影响着居民的
“菜篮子”，也积攒着居民的“买菜
经”。

“高温天气对蔬菜价格的影响明
显，几乎是一天一个价。”7月 30日，
郑州市纬四路农贸市场，经营户李俊
峰正在更换新的价格标牌，他告诉记

者，上周黄瓜、西红柿等当季蔬菜上
市，大白菜、芹菜等反季蔬菜价格还
在上扬，这周却又开始下降了。

这几天，李俊峰凌晨三四点从批
发市场运回蔬菜，尽量在当天销售完
毕，很少留到第二天。他说，气温不
断升高，给蔬菜储存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很多蔬菜留到次日就蔫了，像不
好保管的大白菜、上海青等叶类蔬
菜，尾市亏本也得卖，不然只能扔了。

“赔本卖”的情况，同样出现在大
型商超。记者在郑州市人民路丹尼
斯大卖场了解到，持续的高温不利于
蔬菜储存，陈列在恒温柜里成本太
高，因此菜价直接被拉低。卖场内，

茄子、大白菜、黄瓜等部分蔬菜还降
价抛售，直接打出 1元 1斤的“特价
牌”。

省发展改革委发布《食品类价格
走势分析》显示，近期受监测的11种
蔬菜平均价格“8降 3升”，除了西红
柿、大蒜、白萝卜的价格有所上扬外，
茄子、大白菜、上海青、青椒、黄瓜、芹
菜、胡萝卜、土豆的全省平均价格
较 上 周 分 别下降 10.69%、9.66%、
8.85%、6.77%、4.49%、3.26%、0.96%、
0.52%。

持续下跌的蔬菜价格，让居民得
了不少实惠。

“我买菜有两个经验，一是错峰

购买，二是看天囤菜。”郑州的陈莉莉
在微信朋友圈里分享自己的买菜经
验。她告诉记者，早上要送孩子上
学，还要赶 7时 40分的班车，因此她
常常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去买菜。
由于蔬菜没有早晨的新鲜，且大多都
是别人“挑剩下的”，价格要比早晨便
宜30%左右。

“如果你想更省钱，还可以多看
看天气预报。”陈莉莉说，天气预报不
是光用来提醒出行是否带雨具的，用
心分析一下，还可以省点“菜金”。像
近期降雨比较多，多少会对菜价有影
响，可以在晴天多买些菜放在冰箱
里。③9

本报讯（记者 宋敏）7月 30日，
记者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获悉，7
月 29日 12时 48分，河南电网最高
用电负荷达到 6489万千瓦，再创历
史新高。此前，7 月 26 日 13 时 05
分，河南电网曾以 6375万千瓦的最
高用电负荷，创下历史新高。

7月中旬以来，受持续大范围高
温闷热天气影响，河南电网负荷不
断攀升，持续维持 6000万千瓦以上
高位运行。濮阳、鹤壁、新乡、济源、
郑州、开封、漯河、周口、南阳、驻马
店、信阳 11个省辖市的最高负荷、
日用电量创历史新高。据了解，目

前，除姚孟电厂受环保因素未开机
造成平顶山市供电紧张外，全省其
他地区供电能力充足。

面对大负荷考验，省电力公司
科学应对，全面落实迎峰度夏各项
措施，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强化
电网设备运维，有力保障了电网安
全稳定运行和全省电力可靠供应。

下一步，全省各地供电部门将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和负荷增长
态势，全面做好电力电量平衡，严格
落实需求侧管理，创新服务举措，确
保各级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
稳有序供应。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热可
纳凉、冷可取暖、渴可喝水、累可
歇脚……7月 25日，由许昌市总工
会联合许昌市城市管理部门、爱心
企业建设的首批 76个“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正式启用。

记者随机走进位于许昌市区华
佗路的一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
站”。20多平方米的“爱心驿站”内，
有空调、电视、沙发、饮水机、微创伤
处理医药包，靠墙的一处书柜上摆
放着养生保健、历史文化等方面的
书籍。

正在“爱心驿站”休息的环卫工

王军说：“中午不想回家，这里还有
微波炉，热饭很方便。”

许昌市总工会负责人介绍，为
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劳动
者的浓厚氛围，改善户外劳动者的
工作环境和条件，许昌市按照“有
标识、有场地、有设施、有制度、有
人员、有地图”的“六有”标准，建
设功能完善的“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

到今年年底，许昌市城区“户
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将达到 110个，
通过合理布局，形成户外劳动者

“休息圈”。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7 月以来，我省持续高温少
雨、旱情明显，这都是厄尔尼诺惹
的祸！

受厄尔尼诺气候事件持续影
响，今年以来我国天气气候异常，
我省降水偏少，为 2012年以来同
期最少值。特别是7月以来，我省
持续高温少雨、旱情明显。气象
监测数据显示，全省 35℃以上高
温日数平均达 10天，较常年同期
偏多6天。7月 19日开始，出现今
年以来最强区域性高温天气过
程，全省大部分地区连续高温日
数达 8天—10天，有 10站连续高
温日数达到或突破历史极值。7
月份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4.1毫
米，较常年同期（154.3毫米）偏少
71%，全省 61%的站点最长连续
无有效降水日数超过15天。

另外，近期我省受副热带高压
影响，处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分散
性局地强对流天气频发。7月 22
日以来，我省每天均有分散性阵
雨、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
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国 家 气 候 中 心 监 测 表 明 ，
2018 年 9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2019年 1月达到厄尔尼诺事件标
准。预计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持
续到冬季，持续时间可能超过 15
个月，形成一次超长厄尔尼诺事
件，强度为中等至偏强。

记者了解到，针对当前的天
气形势，我省气象部门坚持抗旱
防汛两手抓，严密监视天气变化，
加强预报预警服务，全力做好高
温干旱和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

自 7月 19日以来，全省各级气象
部门共发布高温、雷电、暴雨等各
类预警信号1621条。26日，省气
候中心发布了今年首个气象干旱
预警，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
害（干旱）Ⅳ级应急响应。

为积极缓解旱情，近期我省
多地气象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及
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从 29 日
13时开始，郑州、平顶山、安阳等
地相继开展了大范围人工增雨作
业。据监测数据显示，29日午后
多地出现大雨或暴雨，13时—16
时有 5个雨量站降水量超过50毫
米。省气象台预计，8月 1日全省
大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
局部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
气。

目前，我省各类秋作物正处
于需水关键期，高温干旱会影响
作物生长发育。气象部门建议，
高温时期可采用叶面喷肥，补充
作物生长发育必需的水分及营
养。另结合灌水，采用以水调肥
的办法，改善植株营养状况，增强
抗旱能力。③4

超长厄尔尼诺“闯祸”
及时人工增雨“解渴”

气象分析

电力保障 爱心服务

用电负荷四天两创新高 许昌户外劳动者乐享“休息圈”

7 月 30 日，在
巩义市偃月古城广
场，一个孩子在喷泉
里消暑纳凉。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消
暑

7月 26日，汝阳电力工人排查线路后，确定高温下电力设备安全稳
定运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⑨6 康红军 窦亚珂 摄

（上接第一版）

在主题教育中纠偏，校正发
展方向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
抓好主题教育，“关键少数”很关键。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新一届党委以
主题教育为抓手，从提高思想认识、强
化政治建设入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大力整治政治生态，树立正确的政绩
观和发展观，全力校正发展方向，着力
解决河南分行的根源性问题。

上级帮。农发行总行领导先后多
次赴河南调研指导，为河南分行靶向
治疗、改革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

党委领。党委坚持从自身抓起，
成立了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党委书记
任组长，作为第一责任人。李小汇同
志结合学习思考、调查研究和检视查
摆，面向全省农发行系统上党课，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揭示河南分行存在的九大问
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检视剖析，指出
扭转困境和推进发展的方向。

支部带。开展主题教育关键是发挥
好支部书记作用。各处室支部书记肩负

“一岗双责”重任，是主题教育的中坚力
量。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明确要求支部书
记带头学习、带头查找短板、带头调研、
带头做报告、带头检视剖析、带头整改。
建立对支部主题教育点评制度，开展巡
回检查、抽查，实行星级考核，调动了支
部书记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广大党员
说，“一看门前几颗星就知支部中不中”。

通过上级帮、党委领、支部带，广
大党员干部逐渐将思想统一到总行党
委对河南分行问题的正确判断上来，他
们深刻认识到，必须着力从发展方向上
矫正，始终保持与党和国家同频共振。

“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自己的理想信念得到了升华、责
任担当意识得到了提升。”农发行河南
省分行粮棉油处的陈远感受深刻。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的各项工
作正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发展基础
看，截至今年 6 月末，贷款日均余额
2211 亿元，排名全国农发行系统第 8
位，规模上具有一定领先优势；从人员队
伍看，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具有
奋斗底色、能担重任、善打硬仗的队伍。

7月5日，中央主题教育第26指导
组组长邓声明来到农发行河南省分行
指导主题教育工作并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河南分行的学习教育抓得比较
好，体现了中央‘找差距、抓落实’的要
求。大家能够自觉地对标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检视目前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自己摆进去，把
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在主题教育中真查，找准问
题根源

7 月 2 日，在题为“找差距、谋发
展”的专题党课中，李小汇说，“我们要
通过主题教育，真正认清自己、认清形
势，搞明白当前的问题从哪里来，未来
的发展往哪里去，差距到底在哪里。”

在深挖细照中弘扬求实作风，农
发行河南省分行新一届党委探索主题
教育与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与服务脱
贫攻坚、与服务乡村振兴等重点业务
工作相结合的“十大结合”，把调查研

究作为谋事之基，并成立19个调研组，
要求做到“四最”，即调研到不良贷款
最多的地方、管理最薄弱的地方、需求
最集中的地方、困难最多的地方。班
子成员每人确定1个调研课题，领衔破
解重点难点问题。

为了学先进、找差距、取真经，该行
还选派3个调研组，分赴辽宁、安徽、贵
州分行调研，学习先进行在党建引领、经
营管理、服务创新、风险控制等方面的
好做法、好经验，面向全省农发行系统
公开作报告。通过深入调研，特别是到
外行取经，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差距，学
到了方法。去学习的人纷纷表示，“不
看不比懵懵懂懂，一看一比差距万里”。

调研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发现问
题，并找到破解难题的“金钥匙”。农
发行河南省分行坚持刀刃向内，对照

焦裕禄同志的求实作风，自觉从风险
防控、粮食安全、脱贫攻坚等十个方面
认真查找差距、检视问题。向人民银
行、监管部门、分支机构、客户等发送
征求意见函，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对于检视出的问题实行清单式管
理，建立领导班子、班子成员和党支部

“三本台账”，对老旧问题开始整改，能
改即改的问题马上改，需持续整改的
问题盯住不放改，落实责任督促整改。

探索实施“五五工作法”、“四公开
一评议”等有形抓手，落实主题教育的
重点措施。其中，“四公开一评议”对主
题教育发挥了全程“质量监控”的作
用。学习教育要公开，调查研究要公
开，检视问题要公开，整改落实要公开，
并且在公开过程与结果的基础上，各党
支部要面向机关和全省农发行系统进

行公开评议，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
通过真刀真枪地检视问题、一针见

血地剖析问题，全系统干部职工接受了
一次灵魂的洗礼，进一步认识到河南分
行问题的根源和症结，进一步看到河南
分行实现精准脱困的信心与希望。

在主题教育中立改，交出合
格答卷

精神上的破冰带动行动上的突
围，主题教育成为破解农发行河南省
分行难题、推动精准脱困的“最大法
宝”。该行以刮骨疗伤的勇气，聚焦最
突出的问题，“干”字当头，“实”字托
底，一步一个脚印地推动精准脱困，迈
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着力补齐制度短板。建立“三张
表”办贷管贷机制，初步解决办贷“不
真实、不匹配、不审慎、不专业、不负
责”问题；研究撰写贷前、贷中、贷后
管理手册，补上风险控制漏洞。

着力加强经营管理。理顺管理体
制，实行二级分行和县级支行内控合
规垂直管理；结合问题清单，出台加强
经营管理 20条“硬措施”；加大奖惩力
度，对年终考核后2名的二级分行和后
10名的县级支行，停发绩效工资。选
拔 6名年轻同志充实到市分行和省分
行处室主要领导岗位。

着力从严正风肃纪。建立联合监
督平台，充实纪委力量，年初以来问责
处理64人次、58人，对违法乱纪、屡查
屡犯的少数“害群之马”，果断亮剑。

通过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大力践行焦裕禄精神，全
行系统干部职工进一步廓清思想上的迷
雾，明确努力方向，“不抱怨、不畏惧、不
犹豫、不停步”，迸发出干事创业的激情。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扛稳粮食安全
重任的殷殷嘱托，截至7月 25日，农发
行河南省分行已累计对 152家企业发
放夏粮收购贷款 173.36 亿元，收购小
麦 168.83 亿斤，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
109.57亿元、增加107.23亿斤。

在金融扶贫方面，该分行充分发
挥主力军作用，累计投放扶贫贷款
50.51 亿元，余额达到 303.69 亿元，居
全省金融机构前列。

与此同时，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战略信贷政策宣讲暨重点项目对
接“河南行”活动，围绕省政府“四水同
治”、黄河滩区移民迁建、“森林河南”
等重大规划部署，建立包含 122 个融
资需求 612 亿元的项目储备库，受到
省主要领导积极肯定。此举创新了信
贷服务模式，探索业务发展新路径，展
示了农发行履行支农职责使命的新担
当新作为，助推全行业务高质量发展。

风险防控是银行的生命线。在农
发行总行的大力支持下，河南分行全
力“降陈控新”呈现良好态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小汇表示，
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正处于闯关夺隘、
攻坚克难的关键期，我们要通过主题
教育进一步明确方向、厘清思路、坚定
信心，知重扛重，奋发有为，坚决打赢
河南分行精准脱困攻坚战，奋力开创
改革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原更加出
彩“三农”新篇章贡献农发行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 们 把 忠 诚 献 给 党

6月 3日，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党委班子和总行驻河南工作挂职干部在兰考
开展主题教育，重温入党誓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