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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

者 曾鸣 陈慧）
记 者 8 月 19 日
从省农信联社获
悉，截至 6月末，
全省农信社累计
投放用于乡村振
兴 方 面 的 贷 款
986亿元，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流向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需要真金白银的硬投入，作为全省机构网
点最多、服务区域最广、存贷款规模最大的银行业金融机
构，农信社一直是扎根乡土、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
今年以来，全省农信社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粮
食生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九
大服务领域，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新增贷款已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截至 6月末，全省农信社已累计投放用于
乡村振兴方面的贷款 986亿元，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127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15家，专业大户、家
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1.3万家。

据悉，我省农信社从今年起，计划三年投放 3000亿
元贷款支持乡村振兴。2019年，力争对 39个已脱贫县
和 14个贫困县贷款投放净增 350亿元以上。省农信联
社党委书记王勇说，为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落到实处，各
市县行社主动对接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掌握资金需求，
遴选优势项目，制定金融服务方案，加大涉农贷款、普惠
型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涉农贷款增速和占各项贷款的比
例稳中有升。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我省农信系统新填补机构
空白乡镇 4个，乡镇机构覆盖率达 99.84%，新填补全省
银行业金融服务空白行政村 817个，占全省银行业应拓
展总量的97.38%，为进一步推进全省农村基础金融服务
全覆盖提供了有力支撑。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白秋
津）每年开展青年技能培训不少于 5000人次；3年内建
立“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不少于 100家；每年发放助
力青年就业创业贷款不低于1000万元……8月21日，平
顶山市首届“春雁行动”返乡创业青年示范项目、示范基
地、优质产品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上，共青团平顶山市委
为全市返乡创业青年带来了“大礼包”。

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返乡创业青年人才是重
点。平顶山市首届“春雁行动”返乡创业青年示范项目、
示范基地、优质产品评选活动，主要围绕返乡创业青年发
起成立的创业项目或公司，投资生产或种植、养殖的产
品，评选出示范项目 10个、示范基地（园区）10个、优质
产品50个，并扶持一批有发展潜力的农村青年返乡创业
项目。

据了解，对于评选认定的示范项目、示范基地（园区）
和优质产品，共青团平顶山市委将组织建立由青年商会
成员单位、青年创新创业优秀代表等组成的创新创业导
师团队，对创业项目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同时，为青年
提供就业创业实习岗位3年不少于3000个，面向全市青
年的专场招聘会每年不少于 2场，开展“百校千岗”送岗
位进校园活动每年不少于 2次，市青年商会会员单位及
全市范围内创业青年还可以获得由邮储银行平顶山分行
提供的不低于2亿元的贷款支持。③6

本报讯（记
者 郭海方 通讯
员 周志珍 李世
磊）8 月 21 日上
午，漯河市举行
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百千
万”三年行动计
划政策宣讲暨银企对接会，11家市级银行机构与 89家
企业签署银企对接合作意向书，共对接项目104个，现场
签约融资金额达7.83亿元。

作为金融业助推实体经济，发展壮大民营和小微企业
的重要举措，我省自今年开始实施金融支持民营和小微企
业“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据介绍，漯河市共有610多个
项目进入我省“百千万”三年行动计划项目库。今年前7
个月，项目库内的漯河企业提出融资需求27.18亿元，共
有307家企业的333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8.4亿元，其中
103家企业系首次获得贷款支持，共计3.64亿元。③9

我省农信社全力“贷”动乡村振兴

半年投放贷款近千亿元

漯河举行银企对接会
现场签约近8亿元

平顶山为返乡创业青年
送上政策“礼包”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李子耀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曾令菊

穿密林，住山洞，金刚台上斗志坚；
吃树皮，嚼草根，红旗飘扬大别山。
这里的每一片密林，都尘封着敌与我

的生死搏斗；这里的每一个山洞，都记录着
血与火的往事；这里的每一条小溪，都吟唱
着青春与热血的奉献之歌。

8月 20日，河南日报中原红色地图探
访组，来到了位于商城县东南山区的金刚
台红军洞群旧址。

“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鄂豫
皖苏区主力红军相继实施战略转移后，鄂
豫皖革命根据地遭到分裂与侵占，赤城党
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面临敌我力量极端悬殊
的恶劣情况，他们依托大别山山高林密、地
形复杂，天然洞穴和可食用植物多，当地群
众基础好的便利条件，在进可攻、退可守的

金刚台上扎下根来，坚持游击战争，在豫皖
边区建立起新的战略支撑点，为大别山重
新树立起一面战斗的旗帜。”站在商城县金
刚台猫耳峰景区的红军广场上，仰首看向
奇峰高耸的金刚台，商城县委党史地方志
研究室主任王志昌一脸敬仰地说，“这里山
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洞洞有传奇。”

1935年 6月，留在根据地主持赤城县
委工作的张泽礼，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和县、
区机关人员及红军家属安全转移到金刚

台，不久与当时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
最高负责人高敬亭派来的红军干部邱玉生
在铁瓦寺主持召开会议，成立了商南县委，
同时组建商南游击大队，另编有一个妇女
排，以金刚台为依托，广泛发动群众，配合
主力红军，坚持了长达三年艰苦卓绝的游
击战争，赢得了中国革命史上“金刚台三年
红旗不倒”的崇高赞誉。

2009年，商城县文物普查队在金刚台
镇刘小坳村（今金刚台村）的这片山上，发
现了红军妇女排坚持战斗的红军洞旧址。
而在这纵横豫皖两省、总面积达数百平方
公里的金刚台，大大小小的红军洞不计其
数，几乎每个洞穴都留下了当年红军战士
生活和战斗过的足迹，位于山巅密林中的
朝阳洞，更曾是中共商南县委机关所在地。

如今，金刚台红军洞群旧址已开发成
为全国闻名的红色景区，还被列入全国 12
条重点红色旅游线路、30条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和 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每
年吸引全国各地无数人前来。

“经常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静静伫
立在红军洞前，身临其境地体会红军战士

‘即便九死一生也要坚定不移闹革命’的坚
定信念，就会深刻感悟到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多么重要。”金刚台
镇副镇长张伟感慨地说，“若不能脚踏实
地、勤奋为民干工作，怎对得起长眠在这山
上的无数英魂！”

青山不老，巨石无言。呼啸而过的山
风，一直传颂着当年红军战士的英雄故事，
永不停息！③9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1936年冬，大别山普降大雪，金刚台
银装素裹。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上午，商南
妇女排年龄最大的女战士张敏藏身的红军
洞内，传出婴儿的啼哭声，她的小女儿降生
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

8月20日，商城县金刚台西河景区大别
山商城革命历史纪念馆内，一群身穿灰军装、
头戴八角帽的“大别山雏鹰特训营”红色研学
夏令营的小学生们，紧紧围在展厅内的“风雪
交加红军洞”展示区，认真倾听讲解员杨晓宇
讲述商南妇女排女战士张敏，在敌人搜山到
来前，为了不暴露战友们藏身的山洞，将出生
仅六天的孩子紧紧捂死在自己胸前。

“每次讲述张敏的故事，我的心都像针

扎似的痛。”送走孩子们，眼角还挂着泪痕
的杨晓宇说，“一个小生命的牺牲，换来几
十位战友的安全，但这对孩子的母亲来说，
心里该有多痛啊！”

“青山绿水陡石崖，为了革命上山来，
坚决与敌斗到底，誓死保卫苏维埃。”

“山沟石洞是我房，树枝稻草盖身上，
山菜野果能当粮，三天不吃打胜仗。”

……
当地广为流传的英雄故事，还有老人们

挂在嘴上的顺口溜，无不让我们感受到当年
商南妇女排的红军女战士们“不牺牲，就要革
命到底”的顽强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5年 6月，中共商南县委将各地上
金刚台的女同志、原红军医院的部分护士
和红军家属近 40人，编为商南妇女排，负
责留守金刚台、护理红军伤病员、做好商南

游击队后勤保障等工作，由商南县委妇女
委员史玉清分管，袁翠明任妇女排排长。
从此，商南妇女排就在中共商南县委直接
领导下，在金刚台的深山老林里坚持斗争。

2011年 7月 28日，取材于商南妇女排
真实革命斗争历史故事的电影《杜鹃花飞》
在信阳首映并随之在全国放映，引发人们
对这个英雄群体的广泛关注和敬仰。

据商城县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研究员
柯大全考证，在当年敌人对金刚台的一次
次“清剿”中，妇女排先后有十多位没有留
下姓名的女战士牺牲。整个妇女排今天能
考证出姓名的只有20余人。

“每年春天，这金刚台从山脚到山巅，都
会开满火红的映山红，乡亲们都说，那是牺
牲在山上的红军女战士的化身。”杨晓宇说，

“正是因为她们，金刚台才会如此迷人！”③9

感天动地妇女排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耸立在豫皖交界的金刚台集奇、雄、
险、峻、秀于一体，这里峰峦叠嶂、高崖深
谷，秀美景观令人神往。

“商城县是商城起义的主要爆发地，鄂豫
皖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力红军实施战略
转移后，党和红军游击队更是在这里建立起
游击战争新的战略支撑点——金刚台根据
地。”8月20日，金刚台西河景区红军广场上，
商城县大别山精神文化传承中心负责人江建
军感慨地说，“我们一定要把这独一无二的红
色资源利用好，造福百姓。”

2014年，江建军确定了“绿色发展、红色
传承”的开发路子，在利用好自然山水资源建

设金刚台西河景区的同时，聚焦擦亮当地红
色资源招牌，在各级党史部门支持下成立了
商城县大别山精神文化传承中心，致力于保
护挖掘红军洞群旧址，相继建成大别山商城
革命历史纪念馆、红色丰碑园、革命先烈雕塑
园等红色景点，并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
推出“大别山雏鹰特训营”红色研学精品项
目。大别山商城革命历史纪念馆被确定为河
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景区被认定为国家
30条红色精品旅游线路和100个红色经典
景区之一，还是河南省青少年户外营地、河南
省研学旅行基地、大别山干部学院教学基地，
2018年入园游客突破65万人次，来此参加
红色研学的中小学生达5万余人。

离开金刚台西河景区，记者来到金刚台
的南坡，山下的小山村里罗城秀美可人。一

条初心路，更把这里的梦幻田园和诗画山水，
与隐藏在山沟里的红军医院旧址、无名红军
墓群，以及大山深处的中共商南县委机关所
在地——朝阳洞等红军洞群串连在一起，让
无数到此参观游览者感慨万千、敬仰无限。

依托境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红
色遗迹遗存，围绕着一座金刚台，从南到
北，商城县已经发展起以金刚台里罗城景
区、金刚台猫耳峰景区和金刚台西河景区
为主的精品景观带，深山沟中崛起三座精
品旅游小镇，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和乡村
振兴带来无限生机和活力。

“保护好绿水青山，利用好红色资源，
发展好特色产业，正成为大别山革命老区
实现乡村振兴的‘秘诀’。”商城县伏山乡党
委书记李献林坦言。③6

巍巍金刚台 红旗永不倒
——探访商城县金刚台红军洞群旧址

“红”“绿”融合乡村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本报通讯员 常润豪 王娜

全国首批“千年古县”沁阳市，山
区、丘陵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34.2%，这
些地区由于地处深山，古迹较多，交
通、电力等方面条件较差，一直以来发
展比较落后。

近年来，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积
极履职尽责，助力脱贫攻坚，投入大量
人力、物力，帮助改善村内基础设施。
依托行业特点，从电力供应着手，不断
提升便民质效，切实织好服务网络，在
脱贫攻坚道路上，谱写出电力助推脱
贫攻坚、振兴乡村建设的新篇章。

栉风沐雨织银线 照亮深山盏盏灯

沁阳市往东北方向约18公里的太
行山丹河峡谷西岸有一个古村落，名
为九渡。该村是焦作沁阳市常平乡的
一个行政村，有 13个自然村，总面积
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却仅有 200余
人，该村是省定深度贫困村，2013年入

选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2016年以
前，只用着一台50千伏安的变压器。

近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和
旅游业的发展，九渡村的群众对电的要求
越来越高。为满足群众用电需求，2016
年以来，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投入143万
余元对该村进行农网改造升级，新建200
千伏安变压器4台、100千伏安变压器5
台，新建改造10千伏线路0.794千米，新
建改造0.4千伏线路3.979千米。

针对山区工程建设难点，公司组
建专家技术团队，投入施工人员 160
余人，施工车辆和机械设备20余台，精
心组织，攻坚克难，确保顺利完工。

夕阳西斜，残阳如血，一天中的暑
热在沉沉暮色中渐渐消散。此时，丹
河峡谷里华灯初上，盏盏明灯点缀下
的深山别有一番滋味。溪上，人们顶

着探灯，这应该是擅长摸蟹的爸爸准
备满载而归，为孩子们做上一顿河鲜
鱼蟹；小广场上，大大的照明灯显得格
外晃眼，大爷大妈们轻松的舞姿为深
山演奏了一首舞曲；山腰上，亮着灯的
人家，不时地传出谈笑声……

畅通村民致富路 织牢山村经济网

“供电公司除了为我们改造线路
外，还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为村里争取
到了光伏发电这一新兴的‘输血型’扶
贫产业。”九渡村党支部书记刘桂林告
诉记者，该村光伏装机总容量30千瓦，
每户一年都能有500元的收入。现在，
每家每户都装了空调，家用电器越来越
齐全，村民生活质量明显有了提升。

电力有了保障，陆续有在外打拼
的村民选择了回乡创业。“你看，我们

村委门口那些个农家乐，是电力让他
们‘乐’起来了。”刘桂林指向村委门外
道。记者来到一家名叫“丹水山庄”的
农家乐，老板是一位返乡创业者。他
告诉记者，原来在家的时候，电太不给
力了，网购的电磁炉用起来都够呛，晚
上出门都是摸黑。2016年，听说电力
要改造，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就跟家里
商量回来开个农家乐。

像九渡这样“脱贫致富，电力先
行”的贫困村还有很多。

距离九渡村不远的山路平村，全村
354户，1240人，贫困户161人，同样也
是省定贫困村。第一批农网改造之前，
山路平村仅有配电变压器1台，总容量
80千伏安。近年来，沁阳市供电公司
先后投资170余万元，新建200千伏安
变压器5台，改造10千伏线路1.101千

米，新建改造0.4千伏线路4.929千米。
改造后不仅村民用电有了保障，同时也
依靠电力衍生了许多产业。

“原来，我们是靠人力加工艾草小
作坊，时常会因为加工周期过长，导致
雨季艾草发霉坏掉。如今可是大不一
样了，村里相继发展了艾草加工厂、服
装厂等，村里那些闲散劳动力绝大部
分解决了就业难题。”山路平村党支部
书记张荣林说。

服务民生守初心 脱贫攻坚担使命

“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的有效途
径，既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
基础设施的投入，电力就是其中最关
键的要素。”沁阳市发改委主任陈二联
说，沁阳供电公司积极对接产业扶贫
用电需求，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电力保

障工作质量好、效能高，为贫困村产业
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在脱贫攻坚中，沁阳市供电公司
坚持“输血”和“造血”并重，在做好建
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扶贫的同时，根据
贫困村的区域位置、地理环境和资源
特点，深入分析研究和评估论证，积极
利用各项扶贫政策，本着因地制宜的
原则，制定产业扶贫重点项目，推动贫
困村走上小康路。

为提高便民服务水平、促进贫困户
稳定脱贫，沁阳公司以供电所为单位，主
动跟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有关部门沟通，
了解基础信息，将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
优质服务重点。本着“一户一档”的原
则，制定“贫困户服务档案”，主动检查生
活用电和种植、养殖用电设施，延伸便民
服务渠道，零距离开展电力保障工作。

近年来，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对沁
阳市15个贫困村进行了全面电网改造，
累计投资上亿元，全力解决贫困村供电能
力不足、供电可靠性低等问题。目前，该
市所有贫困村已全部满足电网脱贫要求。

情系贫困村“电”亮发展路
——国网沁阳市供电公司农网改造助力脱贫攻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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