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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3 月中旬，新密市政府网站公布了优
秀省级电商扶贫带头人，苟堂镇方沟村
的申喜先榜上有名。“多亏了这些年快递
进村，让俺的鸡蛋能在网上卖全国。”申
喜先说。

长期以来，快递进村难一直是困扰城
乡物流网双向贯通、农产品进城、工业产品
下乡的瓶颈。4月 7日，记者获悉，7家快
递公司与郑州邮政公司合作，加快布局郑
州市周边农村寄递网络，未来将有更多申
喜先可以享受网络销售的福利。

盼望畅通快递“微循环”

“一份邮寄到北京，一份邮寄到武汉。”
申喜先边发快递边告诉记者，以前对网购
提不起兴趣的原因很简单，“网上买卖东
西，只能到镇上，来回不方便，搭车还费
钱。”因物流闭塞，鸡蛋经常“走不出去”，好
东西卖不上好价钱，干着急也没办法。

要想富，先修路，这路不只是现实的
路，还包括农村物流网络。农村地域广阔，
目前适合乡村特点的物流网络还未形成。

“如果快递公司在农村广设网点，成本高、
负担重，短时间难实现。”郑州快递协会会
长张要仁称，近年来郑州农村地区快递增
速高于城市，农村快递服务需求增长与快
递网点不足之间存在矛盾。

基于现实考虑，不少快递公司无暇顾
及农村市场。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快递企
业实现网络共享，是当下服务农村的最佳
方案。诸多快递企业在服务农村市场时，
也都希望能够“借船出海”。

邮快“抱团”农民获益

郑州市《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方案》明
确，力争到 2022年年底，县、乡、村快递物
流体系逐步建立，城乡之间流通渠道基本
畅通，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快递
进村”。

在行业专家看来，中国邮政集团建设
的农村服务网络“全而不密”，单凭邮政一
家之力，难以让广大农村享受到像城市一
样快捷、方便的快递服务。要建立完善的
快递物流生态圈，需要快递企业抱团共建
网点，画大同心圆。如今“邮快合作”签约
活动成功举办，就是走向共建的第一步。

郑州市邮政管理局局长张海宁表
示，此次签约，标志着邮政与民营快递企
业抱团发展，从竞争变为合作，这一模式
既最大程度发挥了邮政网络价值，又利
于民营快递企业补齐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短板。③4

□工人日报记者 余嘉熙
工人日报通讯员 董君亚

“支持地方工会和政府有关部门对
环卫工提供免费早餐；动员500家基层
单位参与爱心托管服务，帮助2万个职工
家庭解决子女假期无人看管难题……”
日前，河南工会2021年重点实施的“五
大行动”和突出办好的服务职工“十件实
事”公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五大行动”“十件实事”自2019年
推进实施以来，用一件件实事走入职工
心间，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让包括
农民工群体在内的职工群众满意度和
认可度不断提升，短短3年已经成为河
南有创新、有实效、有影响的工会品牌。

聚焦职工所需，求实效
解难题

3年来，着眼于“党政更加满意、职
工更加认可、社会更加欢迎”，河南省总
注重从帮助职工解决看得见、摸得着、
有感知、得实惠的问题入手，找准工会
坚持服务大局和服务职工的结合点，集
中整合工会内外的资源和平台，破解难
题痛点，推出“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环卫工爱心早餐”“绿色出行”“点亮微
心愿”“万场文化演出下基层”“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等一批有创新、有实效、有
影响的工会精品工程和工作品牌。

全省“一盘棋”，服务重
点明确方向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河南省总工会通过调整实施“五大行
动”“十件实事”。“五大行动”新增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农民工及灵活
就业群体入会建会，集体协商要约等3
大行动；“十件实事”新增关爱劳模和艰
苦岗位一线职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
线人员，万场文化活动进基层，推动职
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工会系统医院
（疗养院）优惠服务等4件实事。竭诚
服务职工群众，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举措可量化，实实在在
惠及职工

在河南，通过“五大行动”“十件实
事”，开展职工医疗互助保障活动，为
职工构筑起了重大疾病的健康防线，
成为各级工会维护职工最关心、最现
实、最直接利益的重要举措。

据统计，河南各级工会目前已鼓
励职工参与大病互助保障活动66.8万
人，赔付金额 1580万元，工会系统医
院（疗养院）惠及职工17.88万人次，优
惠总金额1472万元。

除了构筑大病防线，河南还针对
疫情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在 2020年开
始将“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纳入省总

“五大行动”。截至 2020 年底，河南
全省各类企业、行业（区域）发出要约
28192份，签订集体合同 27761份，覆
盖 企 业 112854 家 ，覆 盖 职 工
4729542 人，全省建会企业集体协商
建制率 91.2%，职工对集体协商工作
的参与率、知晓率、满意率稳步提
高。2020 年，帮助 13 万名职工参加
学历提升行动，
推 动 37.5 万 名
职 工 参 加 技 能
培训提升，并提
供就业服务33.5
万人次，帮助5.6
万 人 次 实 现 就
业创业。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4月 7日，记者
从南阳市金融工作局获悉，今年起南
阳将加速推进企业上市，重点开展 20
家企业上市改制工作，全市已形成上
市后备企业“报会一批、辅导一批、股
改一批、签约一批”梯次推进格局。

助推企业上市挂牌是南阳市“九
大专项”之一。2020 年，南阳企业融
入资本市场的脚步加快：仲景食品在
创业板成功上市，金冠电气在上交所
科创板审核过会，想念食品在深交所
创业板审核，蓝奥智能科技在新三板
挂牌，利欣制药进入新三板创新层，南
商农科上报省证监局辅导，宛西制药、
赊店老酒等30多家企业完成股改。

今年，南阳将争取推动金冠电气
在科创板上市，想念食品在创业板上
市，启动 20家重点上市后备企业改制
工作，同时推动 30家企业列入省定重
点上市后备企业。

据了解，为推进企业规范、高效
融入资本市场，南阳市制定《企业上
市挂牌“绿色通道”实施办法》，力争
到 2024 年年底每个县（市、区）拥有
至少 1家上市公司，消除企业上市“空
白县”。

目前，南阳市共有上市企业 10家
（境内6家、境外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10家、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741
家，省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38家，资本
市场发展工作处于全省前列。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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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三月三，拜轩辕”。犹如与春天的
“约定”，再过几天，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将如约而至。

拜祖大典准备得怎么样了？今年有
哪些亮点？4月 8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新郑市的黄帝故里园区一探究竟。

春光融融，繁花烂漫，黄帝故里园区
旗幡招展、装点一新。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拜祖大典导演组在现场紧张而有序地
进行着排练。

欧阳瑛鑫已连续12年担任拜祖大典
的导演工作，她说，今年的拜祖大典更强
化文化内涵，丰富典礼仪程呈现方式，

“舞美改动较大，主背景用了 LED屏幕，
为九项仪程赋予不同的动画影视和内容
呈现。”

据介绍，以往的第一项仪程“盛世礼
炮”今年调整为“盛世礼乐”，以礼乐方阵
现场演奏的方式取代鸣放礼炮，在礼乐
声中，分三组由二十七名青年代表作为
礼生分别献五谷、瓜果、丝帛，现场古朴
典雅，肃穆庄重，仪式感进一步增强。“乐
舞敬拜”立足黄河文化、黄帝文化，进行
了全新编排创作，由“唐宫小姐姐”出演，
乐舞更具文化魅力、人文情怀和艺术神
韵。第九项仪程“天地人和”环节，现场
嘉宾在气球上挂上“山河锦绣”“国泰民
安”“和顺致祥”等寄托美好心愿的祈福

锦囊，随着“天地人和”的祈愿，放飞承载
美好祝愿的气球，祈愿人民幸福、国泰民
安、世界和平。

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出彩。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辛丑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融入了建党百年的元
素，在第八项仪程“祈福中华”环节引入
了“薪火相传”的主题表达；此外，仪程开
始前和典礼进行中，插播取材裴李岗、大
河村、双槐树等郑州地区早期文化遗址
拍摄的文化短片，可以让更多无法到达
现场的炎黄子孙更深刻地了解中华五千
年文明。

每年春天来到河南、来到新郑，欧阳
瑛鑫有着很深的感触，“我见证了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的影响力逐渐加深，也看到
了河南的变化、老百姓脸上更多的笑
容。”她激动地说，举办多年的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已经让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成
为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盛大节日，也成
为观察中原大地崛起的一个新窗口。

“黄帝故里新郑，欢迎全球华人回家
拜祖、共赴‘心灵之约’！”黄帝故里园区
管委会宣传接待局宣传科长荆晓磊打出
了“广告语”，“目前，园区对外开放区域
已经建设完毕，园区内的设施也已经刷
新、维修、清洁到位，拜祖大典九项仪程
所有相关道具准备到位，我们正全力以
赴配合导演组进行仪程排练，以呈现一
个更完美的拜祖大典。”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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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祝文平

春天，万物萌生。动物们也忙着
筑巢垒窝，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栖息在罗山县的国宝级鸟儿朱鹮
也忙碌起来。有着鸟中“东方宝石”之
称的朱鹮，性格温顺，被民间视为吉祥
的象征，也称为“吉祥之鸟”。一身羽毛
洁白如雪，两个翅膀的下侧和圆形尾羽
的一部分呈朱红色，显得淡雅而美丽。

而今，它们的羽毛渐渐变成铅灰
色，预示着新生命的孕育正在进行。

4月 7日一早，董寨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负责朱鹮监测人员同往常一样，
备齐望远镜、GPS、照相机等监测设
备，赶往灵山镇的一处朱鹮巢址。自3
月下旬发现该巢后，他们每天进行动
态监测，对巢区进行防护和封控隔离，
避免其受到人为干扰和天敌伤害。

每年的 1 月至 5 月为朱鹮繁殖
期。去冬今春平均温度偏高，我省野
外朱鹮提前开始配对营巢。它们一般
会把家安在距地面十多米的大树上。

保护区朱鹮繁育站副站长蔡德靖
介绍，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对爱情非
常忠贞。如果爱人遇到意外，“再婚”
时也只会向单身的朱鹮发出求爱信
息，不会充当“第三者”。

“已经监测到有幼鸟破壳，但它们
都被朱鹮妈妈‘抱’在怀里，偶尔才把小
小的头露出来。”蔡德靖说。截至目前，
野外已发现52只朱鹮配对，24对朱鹮
筑巢产卵孵化，数量较往年有所增加。

罗山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
国内首个朱鹮迁地保护地，自2007年
引入朱鹮以来，人工繁育和自然繁殖
都取得显著成绩，朱鹮野生种群发展
势头强劲，野外连续多年发现多对朱
鹮孵出四胞胎。截至2020年年底，共
人工繁育朱鹮250多只，野外放飞100
只，自然繁育成功 160 多只，野外达
200多只的种群规模。

保护区朱鹮繁育站工程师黄治学
认为，这表明朱鹮完全适应当地优良
的生态环境，朱鹮已成为河南省一张
亮丽的生态名片。③6

我省朱鹮进入繁殖期

野外已发现24对筑巢产卵

雌朱鹮（右）正给小朱鹮喂食。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供图

武汉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在
樱花树下拍照。新华社发郑州市民在古柏渡丰乐樱花园

内赏花。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李筱晗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子耀

4月 8日，刚被雨水滋润过的七龙
山更显秀美。三五成群的村民，边笑
呵呵地唠着家长里短，边小心翼翼地
将采到的点点新绿装入茶篮。

翻过这座山坡，就来到了湖北省
随州市随县小林镇小林店居委会的村
民张行江的家。

一看见信阳市浉河区吴家店镇擒
龙山村党支部书记叶连青，张行江就
面带笑容地迎了上来。

“来来来，进来坐。”
“别忙活了，我们就是来看看，跟你

们唠唠嗑。孩子还在广州那边做快递
业务吗？”还没进门，两人便唠了起来。

“是的，他现在一个月能挣一万多

元，不像去年疫情防控期间在家闲得
发慌了。来来，吃点水果。”说着，张行
江赶忙从屋里拿了几个黄澄澄的沃
柑，塞在了大家手中。

在擒龙山村中，有两块隶属湖北
省的飞地——清泥沟和蔡家畈。去年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为了阻断传染
源，擒龙山村通往湖北的交通被全面
管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进出困难。

吴家店镇主动与小林镇联系，提出
在疫情防控期间，暂时接管清泥沟、蔡
家畈两个村民组，不仅为村民们送去了
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还联系爱心
企业，送去了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你们给我们带来亲人般的关怀
和温暖，这份恩情到啥时候都不能
忘！”张行江说，“现在好了，路都通了，
想去哪都行，我们老两口种了点地，还

养有小龙虾，一年也能挣几万块钱。”
“我去街上买点大米，我们这里的

大米特别香，你们晌午都别走了，留下
来尝尝。”临近中午，张行江边说边开
着他的拖拉机出门了，“山水相连鄂豫
情，咱们都是一家人。”

说来也巧，正当记者与张行江家
人话家常时，接到了周传福的电话。
他是在去年疫情最严峻的时候，被鄂
豫两省接力救治的信阳小宝宝周子旋
的爸爸。

去年，湖北姑娘王琴琴和河南小
伙儿周传福的女儿在湖北省随州市妇
幼保健院出生，因为孩子不足月，需要
待在医院婴儿保温箱内，可根据疫情
防控需要，夫妻俩不能在医院陪护女
儿，只好把孩子托付给医生护士，回了
河南老家。后来，经过40余天的精心

护理，宝宝终于出院了。去年 2月 26
日，在鄂豫两省防疫人员的帮助下，宝
宝平安顺利回到了父母身边。

电话那边周传福说：“今天是武汉
‘重启’一周年，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
铭记的日子！孩子健康活泼，现在已
经会叫爸爸了，我们给孩子取名叫周
子旋，意思是携子凯旋，也是为了让孩
子记住她的平安成长是大家的共同愿
望……”③5

“山水相连，咱们是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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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6日，木版年画进校园活动在滑县第一高级中学举行。同学们现场学习滑县木版年画的制作工艺和
技巧，零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⑨3 张套周 摄

三月三 拜轩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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