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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杨绪伟 杨
锡冰）金秋时节，商城县鄢岗镇崔楼村的千亩再生稻基地内，头
茬水稻已经收割完毕，稻茬上新抽出的翠绿秧苗铺满稻田。

崔楼村种粮大户曹良美坦言，种植再生稻实现了水稻亩
产吨粮的目标，科技种田让群众鼓起了“钱袋子”。

近年来，商城县坚持农业科技引领产业发展，加强农业
科技自主创新，开展覆盖全产业链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集
成示范及产业振兴人才培养行动，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
产业振兴发展。

他们以优质稻米、油茶、茶叶、中药材等十大优势特色产业
发展为重点，积极对接省市优质技术资源，充分发挥基层农技
推广区域站作用，持续开展“专家定点联系到县、农技人员包村
联户”的工作机制和“专家+农技人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
户”的技术服务模式，推进先进农业生产技术进村入户，培育农
业科技示范主体，建立“县乡村一条链”式的农技创新与推广服
务体系，建设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生产示范基地，推进特色产
业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初步形成了“南部林药
茶，中部猪羊鸭，北部粮果虾，产业旅游加”的发展格局。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公示“全省农业科技引领优势产业
发展共建试点县”名单，商城县作为信阳市唯一上榜县成功
入选。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马泽
一 许亚）9月 3日，固始县“助爱回家”公益志愿者协会代表丁
光丽，带着满载750床棉被、800多箱面条等爱心捐赠物资的
车队，来到新乡卫辉市城郊乡北关村。

“眼看着天气转凉，群众正缺少保暖物资，你们就送来
了。”北关村负责人李雷鑫激动地说。

豫北洪灾过后，部分当地群众吃、穿、住、用等生活物资仍
然短缺。洪水虽无情，人间有大爱。“身在外地的河南人，始终
与老家河南心连着心。新乡遭灾，我们感同身受。”丁光丽说，
在深圳的固始籍爱心人士迅速行动起来，很快筹得爱心捐款
近8万元，交由固始县“助爱回家”公益志愿者协会，就近采购
灾区急需物资，迅速送往灾区，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尽一
份薄力，献一份爱心，让你们感受到亲人般的温暖，这是固始
老乡对新乡老乡的心意。”7

固始县

千里送棉被“暖了”新乡老乡

“万人助万企”活动启动

以来，信阳市结合正在开展

的党史学习教育，市（县）领

导躬身入局、率先垂范，全市

上下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和结果导向，坚持出实招、

用实劲，力促见实效、求长

效，解决了一批问题，形成了

长效机制，激发了企业内生

动力和创新活力，有力助推

了信阳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别

山革命老区振兴。

9月 1日，省“万人助万

企”督导组第十五工作组专

题听取了信阳市“万人助万

企”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对

信阳市“万人助万企”活动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商城县

农业科技引领产业大发展

9月 1日凌晨 5时许，信阳市浉河区浉河港镇桃园村 35
千伏供电线路因地埋电缆击穿导致线路停电。信阳供电公
司输电运检中心迅速出动，夙夜抢修，连续作战21小时，于9
月2日凌晨4时许恢复送电。图为供电员工正在修复地埋电
缆。7 刘袁昕 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叶楠

年近七旬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信阳
毛尖制茶大师周祖宏，一直没琢磨透这件
事：自己这个名扬中外、一生痴迷制茶的

“泰斗级”茶人，竟然输给了一个初出茅庐
的小姑娘。而且这个小“冤家”，居然是他
的亲外孙女——24岁的肖珺景。

生于茶人世家的肖珺景，打小浸泡在茶
香里长大，对“信阳毛尖”有着超乎常人的难
舍情缘。2019年从郑州大学毕业后，她放弃
了无数人羡慕的都市生活和“空姐梦”，回到
茶山，开始了与祖辈们不一样的茶人生活。

9月 6日，茶山的清晨景色如画，正在
这里用镜头记录茶山美景和茶农生活的肖

珺景，谈起这两年自己回乡创办自有信阳毛
尖品牌——珺景与茶，以及走开信阳茶叶网
络销售新路时，话语里充满兴奋和渴望。

“经过市场调研和科学研判，我着眼电
商销售潮流，将信阳茶叶产品从传统的大袋
（盒）包装，改成精致独立的小包装，再配合
身临其境的场景式直播，让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喜欢上了信阳茶乡，爱上了信阳毛尖。”

大学学的是新闻与传播，借助各种媒
体平台宣传推介信阳毛尖，对肖珺景来说
并非难事。然而要想把茶历史、茶文化、茶
功效这些内容，与视频采制、吸粉营销、网
络直播很好地结合起来，引领和带动信阳
毛尖网上销售，却并非易事。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原产地和核心产
区，茶园面积达 60万余亩，茶叶年产量4.8

万吨，涉茶综合产值高达 86亿元，全区农
民 80%以上的收入来自茶叶，茶产业在强
区富民中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

近年来，依托独有资源优势和良好区
位交通优势，浉河区聚力发展电商，不断强
化线上品牌推广、线下物流保障，在乡镇茶
叶市场设立茶叶网销快递直投站点，打通
信阳茶叶销售的“最后一公里”，为信阳茶
业插上腾飞的“翅膀”。

凭着个人的不懈努力，加之当地政府
对回乡创业年轻人的爱护和激励，肖珺景
拍摄的展现信阳茶乡美景、体现信阳深厚
茶文化的视频作品，在网络上持续走红，吸
引越来越多的年轻网友关注。随着名气越
来越壮大，肖珺景的成功还引发诸多媒体
持续关注。

今年6月9日，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信阳
市政府共同发起“发现丝路最美茶乡”活
动，来到信阳的多国驻华大使和参赞们，现
场品尝了肖珺景家的手工茶后，纷纷通过
她的抖音平台，网购信阳茶叶伴手礼。

外国友人的推介和好评，更让肖珺景
声名鹊起，名声逐渐盖过了“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做手工茶”的外公周祖宏。况
且，肖珺景主打信阳毛尖网络销售，茶叶销
售量价齐涨，更是远超固守传统销售渠道、
坚信“茶香不怕茶山高”的周祖宏。

见识到外孙女每天捣鼓的新鲜玩意儿
释放出的巨大力量，周祖宏“服了”。这不，
如今只要逮住片刻闲暇，老人都会拿着手
机，追着小外孙女“拜师学艺”，让她教自己
拍视频发抖音呢。7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强降雨双重影
响，罗山县金山大米厂粮食加工时断
时续，早稻收割季却无钱敞开收购，生
产经营处于困境。

信阳市“助企”第四工作组获悉后，
随即协调多家单位，联合省农业信用担
保公司，由邮储银行罗山县支行为其提
供免担保费、降低利率的200万元银行
授信，解决了企业资金紧缺难题。

解决问题见实施，推动发展求长
效。罗山县坚持举一反三，搭建金融
共享服务平台，推出“科技贷”“小微易
贷”“救灾贷”等个性化金融产品，为不
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企业的发展持
续注入新动能。

商城县通过组织 34家重点企业
和 16家金融机构召开银企合作对接
会，一天签约6.9亿元贷款授信意向。

潢川县主动对接企业需求，着眼
解决企业用地个性、共性和长远问题，
全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
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
营商环境。

淮滨县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模
拟审批服务，3天即可办理正负零以下
施工许可证，缩短办理时限近两个月。

信阳市供电公司提前认领涉电问
题，主动对接会商，提供解决方案；商
城县供电公司开辟用电报装绿色通
道，实行“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和

“省力、省时、省钱”服务，全力当好企
业“电保姆”。

信阳市“万人助万企”活动专班负
责人周永兵表示，活动启动以来，信阳
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转变作风，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26个市直部门出台 168
条措施，在推动个性问题解决的同时，
梳理归类共性问题，细化规则和流程，
成功推动一批问题解决。

据信阳市副市长李正军介绍，七
月份，信阳市新开工省市重点项目40
个，建成11个。重点企业产能逐步释
放，信钢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28.6 亿
元，较六月增加 6.1 亿元，增长 27%；
明阳智慧能源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环比
增长32%，羚锐公司环比增长15%。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发展赶超
跨越。信阳牢记“两个更好”殷殷嘱托，
在省“万人助万企”“三个一批”活动决
策激励下，狠抓项目谋划落地，推动产
业集约发展、内涵发展、绿色发展，正努
力实现赶超跨越、绿色崛起。7

制茶“泰斗”，咋就输给了外孙女

帮到点 扶到位 激发老区新活力
——信阳市“万人助万企”出实招用实劲见实效求长效

7月5日，宣布省委调整信阳市委市政府
主要领导决定第二天，信阳市就召开专题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全省“万人助万企”活动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全面启动“万人助万企”活动，
动员全市上下躬身入局，履责于行，帮到点，扶
到位，切实解决企业难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提质提速。

精心制定的活动方案随即下发，全市
3392家“四上”企业和475个省市重点项目，
成为主要服务对象。

全市包括市委书记王东伟、市长蔡松涛
在内的 35位市领导，带头分包联系 51家企
业21个项目；成立11个市级工作组，联系服
务全市 347家企业和 233重点项目；县区包
联 3637家企业和 569个项目，实现“四上企
业”和省市重点项目全覆盖；县区抽调 5224
人，成立 52个专班和 120个工作组，明确企

业首席服务官3865名，甘当“店小二”，倾心
解难题。

到任当日，王东伟、蔡松涛就深入信阳
多家重点企业，围绕开展好“万人助万企”活
动进行调研。

随后，信阳市县（区）领导纷纷进工厂，
下车间，上工地，深入到各自包联的企业（项
目），悉心察实情，倾心解急难。

各级工作组和企业首席服务官们，全面履
职尽责，深入调研摸底，迅速建立企业（项目）基
本台账、工作组包联台账、首席服务官台账，以
及6753个问题台账和172个项目招商引资台
账，做到底子清、问题清、责任清，问题解决快。

与此同时，助企服务线上、电话、平台、
现场等 4个问题反馈渠道同步开通，674位
入驻线上企业之声的企业家，网上直报反馈
问题35个。

豫北洪灾、铁路运力受限，煤炭减产、
煤价大幅上升，夏日酷暑、社会用电量激
增，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迎峰度夏
关键期，作为豫南唯一电源支撑点的大唐
信阳华豫发电公司，每天吃进1.7万吨煤炭
的4台火力发电机组，面临“断粮”的困境。

问题就是命令，解决方显担当。蔡松
涛当即指示：群众高温酷暑要清凉，信阳工
厂企业要动力，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提速，
大唐华豫发电公司绝不能“断粮”。

信阳市发改委第一时间指派人员驻
厂办公，争取上级支持，协调铁路运力，联

系购进煤炭；市财政局克服困难，紧急划
拨应急资金，市、区相关单位特事特办，开
辟无息借款“绿色通道”，1 亿元应急资
金，从决策、拍板到资金入账，仅用 24个
小时。信阳也因此成为今夏全省第 5 个
不限电的城市。

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难。信阳
狠抓“13710”工作制度落实。蔡松涛 4次
主持召开解决问题专题会，交办问题 56
个，已解决 35个。市级层面实施“局长+
1”机制，市级专班交办问题333个，已办结
239个，正在办理的 94个，解决了一批多

年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难题。
县区全面推行“县长+局长”解决机

制，主要领导带头，部门迅速落实，推动问
题快速解决。目前，信阳全市已累计解决
问题4957个，问题解决率73.4%。

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存在电力
闪停问题，相关单位一天内拿出三套解决
方案，供企业选择。信阳灵石科技有限公
司多年无法办理的不动产登记问题，各职
能部门主动协调，合力破解，仅用一天就完
成厂房测算，并补办规划许可证，9天就完
成不动产证登记。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余江）
9月 1日，息县组成联合督查组，对县域内的九春奥斯卡巨幕
影城、西亚影城、荣誉奥斯卡国际影城等电影院复工复产，开
展专项督查检查。

按照《电影放映场所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指南》要求，联合
督查组一行对影院的口罩、消毒液、测温仪等疫情防控物资
和隔离场所配备情况，影院内部空间的定期消杀、空调通风
系统清洁消毒，以及返岗员工健康登记和防疫培训等疫情防
控措施和安全生产落实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指导。

每到一地，联合督查组都反复强调，各影院要切实承担
起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把防疫安全、消防安全放在第一位，
抓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切实做到常态化防控到位、预
约限流到位、排片间隔到位、人员排查到位、环境消毒到位和
应急处置到位，确保群众安心、安全观影。7

息县

专项督查检查确保观影无虞

中秋临近，9月 6日，光山县砖桥镇李文胜月饼加工厂
内，50多名村民正在日夜赶制手工月饼。刚刚出炉的“砖桥
月饼”香气诱人。“砖桥月饼”是传统手工酥皮月饼，位列“光
山十宝”之首，其制作工艺是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
“砖桥月饼”通过发达的电商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带动光
山特色产业发展。7 谢万柏 摄

万人助万企 我们在行动

“砖桥月饼”香飘全国

夙夜抢修送光明

市县传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刘力娜 吴禹哲

清溪婉转，绿树轻拂，古风悠扬风雨
廊；小桥流水，步道弯弯，河边沙滩欢笑
多……

日前，潢川县重点民生项目和城市建
设项目——潢川滨河公园建成开园，成为
当地居民休闲、放松、健身的好去处。

结合正在分期推进的潢河生态治理
工程，潢川滨河公园坚持生态修复、生态
景观与水利建设相结合，规划建设了阳
光娱乐区、休闲运动区、花海区、林下畅
游区、滨河游览区，着眼打造安全、舒适
的户外活动环境，为人们生活休闲营造
最好去处。

近年来，潢川县坚持民生为本、绿色
发展，结合过境城区的小潢河生态综合
整治工程，沿河规划了弋阳公园、滨河公
园和南海湖文化公园“三园建设”，以全
面提升城市形象，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7

急难愁盼 马上就办2

织机飞旋展示发展新动力。7 符浩 摄

信阳“助企”工作组深入
企业走访。7 曹键 摄

潢川滨河公园开园了潢川滨河公园开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