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ENAN DAILY

第24767号
今日8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9年8月 日
星期一 己亥年七月初五

5

·
高新企业新动能

迎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7月 25日晚，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信贷客户经理小刘每隔
几分钟就要翻看一下手机，“都
这个时间了，该出结果了吧？”等
待结果的他，既稍感紧张，又满
怀期待。临近晚上 8点，手机滴
的一声，传来一条新的信息。小
刘激动地点开短信，手机屏幕上
只有两个字，“赢了！”。小刘使
劲握了一下拳头，再也抑制不住
了脸上笑容的绚丽绽放。当天，
中国妇女手工创业创新大赛中
部赛区选拔赛决赛在武汉落下
帷幕，河南某陶文化创意有限公
司的神农黑陶项目脱颖而出，成
功跻身中部 20强，将参加于 11
月份举行的全国半决赛。一直
跟踪服务这个项目的小刘，顿感
这段时间的辛苦，值了。

进入全国半决赛的这家陶
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河南省省
级“巧媳妇”创业就业工程的示
范基地，也是邮储银行河南省分

行与省妇联联合打造的“巧媳妇
基地+银行”模式的受益者之
一。黑陶项目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该文化创意公司在秉承
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上，又大胆创
新黑陶，把原来傻大笨粗的陶器
变成了小巧而精美的艺术品和
创意茶具。其间该公司曾遇到
资金瓶颈，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主动对接，通过“金融助力创业
创新巾帼行动”，解决了该公司
资金上的燃眉之急。

为了更好地服务好我省女
性创业就业工作，在 2018 年年
底，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就与河
南省妇联开展了“金融支持妇女

创新创业”战略合作，双方把妇
女参与农村产业发展、脱贫致
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
合作的主要内容，重点加大对组
织妇女就业的“巧媳妇”工程示
范基地的信贷支持力度。根据
约定，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将针
对不同类型的妇女创新创业群
体，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普
惠金融服务，力争五年内向全省
创新创业妇女提供不少于 50亿
元的信贷支持。

“金融支持妇女创新创业”
战略合作开展以来的 8个月，在
省内各级妇联的大力支持下，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各分支机

构快速响应，主动作为，累计发
放“巾帼创业贷”4.53亿元，支持
了一大批女性创业者，为全省
妇女就业创业提供了实实在在
的帮助。在许昌，邮储银行和
妇联联合走访了全市 100个“巧
媳妇”工程示范基地，召开各类
推介会 100余场，累计发放各类
贷款 312 笔，总计 4714 万元。
这其中，某电力设备公司被当
地妇联认定为“巧媳妇”创业就
业工程示范基地后，在较短时
间内便获得了邮储银行 230 万
元的贷款，在带动当地妇女就
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带动
作用。在武陟县，由返乡创业

大学生创建的中原首家生态农
业教育主题家庭农场——依依
家庭农场，是县级“巧媳妇”创
业就业工程的示范基地，为支
持依依甜蜜小镇项目，邮储银
行在今年年初为其发放了 50万
元的家庭农场贷款，该项目先
后吸纳了 12 名大学生就业，提
供直接就业岗位 80多个。在光
山县，县妇联与当地邮储银行
联合调研走访了 30余家小微企
业，向邮储银行成功推荐 21家，
申请贷款额度 1269 万元，已实
现放款 19家，总计 870万元，解
决了多位女性创业就业带头人
在融资上的困难。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与省
妇联的合作并非偶然。作为一
家定位于服务“三农”、城乡居
民和中小企业的国有大型商业
银行，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自
成立以来，坚守战略定位，认真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各项
决策部署，把金融扶贫、服务

“三农”作为政治担当、历史使
命和社会责任，充分发挥自身
的网络优势、资金优势和专业
优势，持续开发创新金融产品，
不断提升金融助力河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力度和准度。今年上
半年，该行共向省内 53 个贫困

县（含已脱贫县）投放各类贷款
168.78 亿元。在支持“三农”、
助力扶贫的过程中，邮储银行
河南省分行关注到了创业妇女
这一群体，支持妇女群体创业
就业，发挥女性创业就业的独特
优势，能够有效助力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而且邮储银行河南
省分行和省妇联都拥有遍布全
省城乡的组织机构，具有天然的
合作优势，双方的携手也就水到
渠成，共同搭建了常态化支持妇
女创新创业的融资服务平台，全
力推动“巧媳妇”工程提档升级。

目前，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巾帼创业贷”已经在全省遍地
开花，支持了一大批女性创业就
业者。下一步，邮储银行河南省
分行将进一步深化与省妇联的
合作，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巾帼
行动”“巾帼脱贫行动”，以更优
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为中
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

携手妇联搭建平台 助力巾帼创业就业

本报讯（记者 李铮）8 月 2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
座谈会和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
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退役
军人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意
见。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
陈润儿出席会议，省政协主席刘伟列
席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握长期大
势，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为机，更
加有力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切实抓
好对外开放大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增
强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为全国大
局作出贡献。落实防风险、保安全、护
稳定各项举措，全力做好防范化解风
险工作。要把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强
大动力转化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的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中国共产党问责条
例》和《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情况的
综合报告》彰显了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坚定性和意志力，要持之以恒地抓
好落实。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
管党治党的常态，同时坚持严管厚爱
并重、激励约束并重，为肯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干部创造平台，要把巡视
反馈问题和主题教育检视问题结合起
来整改，实现整体效果的提升。

会议要求，要满腔热忱做好退役
军人工作，维护好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做好今年军转干部就业安置，持续开
展优秀退役军人的典型选树和宣传引
导，落实好就业创业政策，加快提升退
役军人事务工作能力。

会议还学习了民族工作创新与发
展座谈会精神、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会精神，研究了财政、公安等有
关工作。③9

本报讯（记者 李铮）8月 2日，省委书记
王国生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筹办工作现场办公时指出，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
论述，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强大动力，高质量办好民族体育盛会，向党
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王国生一行先后来到郑州市商城路、经
六路、丹水大道等处，现场调研比赛场馆周
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在绿云小区，他同附
近的群众亲切打招呼，听取他们对环境整治
的意见建议。王国生说，办好民族运动会是
全省人民的大事，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积极
参与，带动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和市民文明素
质全面提升，营造人人都是城市代言人、个
个都是文明宣传员的良好氛围。

在本届民族运动会主场馆郑州市奥体
中心，王国生察看场馆建设等情况，并听取
了郑州市、省民族宗教委、省体育局关于筹
办工作情况汇报。王国生指出，要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抓住民族运动
会举办这个契机，深入学习好宣传好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的重要论述，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
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共同奋斗的精神风貌。要把安全办
会放在重要位置，严格细致地落实各项安保
措施，确保万无一失。要注重内涵建设，增
强各项内容的感染力和教育引导作用。要
坚持节俭办会，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充分体
现绿色发展的要求。

王国生指出，越是临近运动会，越要加
强领导。加强领导是具体的，要体现到提升
政治站位、把好方向上，要体现到强化责任、
落实措施上，要体现到统筹协调、形成合力
上，要体现到精细安排、精准服务上，一句
话，要体现到解决实际问题、取得实效上。

王国生要求，要通过办好民族体育盛
会，带动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提升，推进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形成全省上下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王国生还特别就做好近期城市防汛工
作讲了意见。

喻红秋、孙守刚、穆为民、徐立毅、戴柏
华等参加。③4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8月 2日，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出通知，由
于全省普降小到中雨，旱情得到有效
缓解，我省解除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通知说，8月 1日 8时至 22时，我
省普降小到中雨，局部为大到暴雨、
大暴雨，平均降雨量 22毫米，目前全
省旱情得到有效缓解。根据《河南省
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河南省防
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 8月 2日 12时
起解除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由于今年我省多地降雨偏少，
尤其是 7 月份，全省平均降雨量较
多年同期均值偏少七成多，全省出
现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酷热天气，
河道来水不断减少，水利工程蓄水
不足，土壤失墒严重，旱情持续发
展，对农业生产和部分山丘区群众
生活用水造成较大影响。7 月 23
日，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
当天 10 时起启动Ⅳ级抗旱应急响
应。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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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我省解除Ⅳ级抗旱应急响应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玉琴

吞入大量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矿山垃圾，再迅速从中分选出有机腐
殖土、塑料、惰性物体、金属、轻物质、
可燃物，并通过后续不同的处理工艺

“变废为宝”……在北京、上海等大城
市，在宝钢、中铝、巴西淡水河谷等国
内外大型企业，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江苏核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中，
这样的大型垃圾处理线正在广泛应
用。它们，来自新乡的一家高新技术
企业。

这家企业就是河南威猛振动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制造业“单
项冠军”示范企业。它始建于 1954
年，曾专注筛分分选行业60余年，将筛
分分选装备出口做到了全国第一。

“我们主营的振动筛分设备，过去
主要服务于矿山钢铁企业，用于筛分
矿石、废渣，一运行起来烟尘滚滚，整

个厂房都进不去人。现在，新设备不
仅消除了污染，而且大大降低了能耗，
以前耗能 90千瓦处理掉的垃圾量，现
在只需要20千瓦。”8月4日，公司总经
理王思民向记者介绍，近几年来，威猛
股份通过技术创新成功实现了转型升
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钢铁物
料分选系统和火电清洁发电输煤系统

筛分设备供应商。
“2008年经济危机时，钢铁矿山产

业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如果再按传统
发展路线走，前景不明朗，必须进行转
型升级。”王思民说，经过几年调研分
析，公司在 2012 年理清了思路，选择
以建筑垃圾为突破口，进军国家倡导
的循环经济。

“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没有偏离
太多核心主业，而是集中力量，从单一
的筛分分选业务做大到集成系统，从
传统制造转向了智能制造。”王思民解
释，（下转第二版）

“筛分冠军”变身环保“全能王”

“代表河南比赛，我感到特别自豪！”
03│要闻

“三林”经济 点绿生金
04│河南新闻

8 月 3 日，在乡村
美食文化大赛现场，评
委 在 对 菜 品 进 行 评
定。当日，河南省鹤壁
市淇滨区钜桥镇岗坡
村首届乡村美食文化
大赛总决赛在村大礼
堂举行。近年来，该村
通过美食文化大赛等
方式，调动村民参与发
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
为办好农家乐打好基
础。 新华社记者 冯
大鹏 摄

乡村美食
“争霸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