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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聂颦颦 通讯员 陈长
旭 崔熙若）11月 16日，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在信阳
师范学院揭牌。陕西省紫阳县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
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同日开班。

信阳师范学院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学校成立有
以副校长为主任，以教务处处长为副主任的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信阳师范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的
成功获批，对促进河南省语言文字工作，提升信阳师范
学院学科建设水平，促进豫陕两地发展等方面具有阶
段性意义。

据介绍，信阳师范学院将结合学科特色和优势，因地
制宜、因势而新，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教化作用，实现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覆盖。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张忠
英）为有效打击违法超限超载行为，11月 15日，豫皖两
省四市区域联动治超工作部署会议在安徽省霍邱县召
开。

根据《豫皖两省信阜六淮四市区域联动治超工作机
制协议》，河南信阳，安徽阜阳、六安、淮南将建立常态
化跨区域联合治超工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严把源头
关口，严格责任倒查，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好相邻县
区治超执法队伍，及时响应跨区域执法及应急处置任
务。

四方决定每季度开展一至两次集中联合执法行动，
重点查处车货总重超过 75吨或车货总重超过规定标准
100%以上的货运车辆，严厉打击“百吨王”，做到全方位
管控、治超网络全覆盖，有效遏制跨区域路段车辆超限超
载行为。

自 11月 17日起，两省四市同时行动，开展了为期 7
天的首次跨区域联动治超专项行动。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刘力
娜 瓮启兵）11月 21日，潢川县第一家台资企业——河
南广昱鞋业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从8月 4日注册成立至
投产，只用了3个多月时间。

潢川县围绕“1+1”绿色食品主导产业和纺织服装特
色产业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今年6月，签约引进台资企业
永京集团，该集团投资 6亿元，于 8月 4日注册成立河南
广昱鞋业有限公司。在地方政府全力支持下，企业只用
了 3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设备进厂安装、员工招聘培训，
直到正式投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潢川速度”。

据介绍，广昱鞋业主要依托永京集团，从原材料到成
品鞋一条龙生产国际品牌“新百伦”运动鞋，预计2022年
产值将达到3亿元。

潢川县依托“万人助万企”招工专班，及时为该公司
完成 30名种子教官以及 200多名普工招录培训。县里
还主动服务，创新模式，为其开通 4条定制公交专线，为
公司员工提供“点对点”专线直达服务，让他们上下班途
中享受到安全快捷、高效舒适的通勤。8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通讯员 叶
楠）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有效解决双
职工家庭、在校学生、外出务工人员办事不便难题，自11
月 20日起，浉河区政务服务中心全面开展政务服务事项
周六延时服务。

据统计，开展延时服务首日，浉河区政务服务大厅共
接待办事群众440余人次（含线上）、办理业务356件、为
群众提供咨询服务119人次。

除此之外，浉河区还积极推行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
“掌上办”“随时办”，已进驻大厅政务服务事项1406个，网
上、掌上可办率均为100%。政务服务大厅还建起“24小
时自助区”，实现政务服务“打烊不下班，服务全天候”。

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推进“双上双下”就近办，加快推
进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村社便民点标准化建设，全
区 17个乡镇办和 232个村（社区）实现便民服务中心全
覆盖，有141个事项可以在乡镇办便民服务中心办理，35
个事项可以在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就近办”。8

光山县凉亭乡王湾村新天地合作社在油茶树下套种
苍术、迷迭香、颠茄草、连翘、野菊花等高效名贵中药材，以
“基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种植面积4100多亩。
据估算，每亩油茶园可增收 2600多元。图为 11月 19
日，该社社员正在油茶树下套种中药材。8 谢万柏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巍巍大别山，绵延鄂豫皖。在大山深处
的“褶皱”里，还杂居着不少偏僻的小山村。

河南省商城县长竹园乡，东邻安徽省金
寨县，南接湖北省麻城市，山相连、地相接、
路相通。长竹园乡的王畈村白垅组与湖北
麻城市三河口镇九歇山村肖家铺组，坐落在

“一脚踏三省、鸡鸣闻九乡”的大山上，28户
河南乡亲们与 24户湖北老乡，世代生活在
一起。

上世纪 80年代初，王畈村在灌河上建
起了小水电。白垅组的村民们用山上大树
立起电线杆，家家户户亮起了白炽灯，山墙
连着山墙的湖北老乡，跟着沾了河南的

“光”，也从此告别了煤油灯。
“小水电断断续续用了四五年，湖北麻

城的电网率先进了山。”白垅组70多岁的彭
宗伟说，湖北老乡没忘河南的乡亲们，相邻
的长竹园乡王畈村、陈湾村数十户群众，都
用上了湖北电。

1990 年前后，河南电网也架进了深山
里，河南、湖北不少人家里用电有了“双保
险”。

“深山区电网可靠性差，时间长了线路
老化，刮风下雨、冰雪霜冻，经常会停电。”长
竹园供电所党支部书记李志伟对记者说。

麻城人苏莉从山下嫁到山上，由湖北人
变成了河南人。她在村里开起了杂货店。
生意虽然不错，但经常停电却让她很苦恼。

“停电时间一长，冰柜里的冷冻食品成
了坨，就卖不出去了。只好让我老公买回一
台发电机。用了好几年，现在不用了。”记者
在她家三楼发现，从前的“宝贝疙瘩”，已经
落了一层灰。

让她家发电机“束之高阁”的，源于今年
开始的党史学习教育。3月 30日，商城县长

竹园供电所党支部、麻城市三河口供电所党
支部和金寨县斑竹园中心供电所党支部共
同签署协议，创新开展党支部联创联建活
动，解决省际群众用电难题，成为活动的重
要内容之一。

协议签署当天，商城县供电公司党委书
记甘仁伟，带着公司党建人员和三支党员服
务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行程上百公里，
巡查三省交界区域供电线路，走访用电群
众。“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鄂豫皖的每一个电
力人，都有责任帮群众解难题，用实际行动

‘照亮’大别山。”甘仁伟激动地说。
党建高质量推动电建高质量。为打通

服务深山群众“最后一米”，6月 18日，三省
联创联建党支部组织 38名党员服务队员，

从白垅组开始，开启了“鸡鸣三省”的王畈村
370户村民约10千米下户线的改造任务。

改造后的“电网”不再停电了。苏莉，买
回了三台大冰柜，杂货店变成了小超市。她
还买回了一个大音箱，晚上带着乡亲们一起
跳广场舞，深山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七八月间，又一轮疫情复发，防控形势
趋紧，三省交界处各自都设立了疫情防控监
测卡点。他们及时启动“防汛度夏、抗疫保
电”紧急预案，各自组建防疫保电党员服务
队，三方通过微信视频协商解决交叉地带电
网运行维护和客户服务，开展交叉地带线路
特巡、设备测温和表计抄报、故障抢修等工
作，确保省际区域服务及时、供电稳定。

“你看你看，湖北的电工何光明、河南的

电工陈新明，他们的手机号码我们全有，不
管哪家用电有难题，一个电话，谁离得近谁
去。”王畈村党支部书记罗余良笑着说，“联
创联建，辛苦的是电工，方便的是群众。”

8月 30日，疫情解除，边界防控卡点撤
除。商城县供电公司总经理王建华说，在三
省守“网”相助的 34天中，仅长竹园供电所
就先后为鄂、皖兄弟单位完成常规线路巡视
两次，特殊险情巡视 3次，消除隐患 1处，服
务供电客户24户次。

信阳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江建
感慨地说：“大别山绵延三省，鄂豫皖一‘网’
情深。我们坚守着共同的宗旨和信念，无论
是助力乡村振兴，还是加快老区振兴，电力
人都责无旁贷！”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晶 本报通讯员 马泽一 杨蕾

11月 20日中午，下村走访回来，固始县农业机械技术
中心职工祝孟起，急忙赶到搭伙的固始县柳树店乡政府食
堂打好饭菜，又匆匆赶回施河村村部宿舍，与父亲一起吃
午餐。

祝孟起今年40岁，2018年 3月开始驻村扶贫。年逾七
十岁的老父亲祝孔安，六年前就患上了脑梗死和轻度抑郁
症。今年10月，母亲确诊患有直肠癌住院手术。父亲承受
不了老伴患病的打击，病情加重，时常产生轻生的念头，身
边离不开人。妻子要上班，又要照顾住院的婆婆，还要接送
两个上学的女儿，实在顾不过来。无奈之下，11月 3日那
天，祝孟起只好带着父亲来驻村。

“每天天一亮，祝孟起就早早起来侍候好父亲，守着他
服下安定药，等他情绪稳定后才锁上门，走村入户搞家访。
中午和晚上再急急忙忙赶回去，照顾父亲吃饭、喝水、上厕
所。就这样，工作一样没落下。”施河村党支部书记刘金山
感慨地说。

67岁的村民孟庆兰因病因残致贫，家庭生活一度异常
艰难。祝孟起帮她老两口申请了公益岗位，落实了社会保
障政策，还帮助他们种植蔬菜增加收入。

“俺这 13亩地里种的菜，大部分都是孟起帮我卖出去
的，一年挣了 3万多元呢！可没想到，他也这么不容易”。
看到祝孟起每日照顾老父亲的忙碌身影，孟庆兰抹开了眼
泪。

在祝孟起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柳树店乡施河村的面
貌如今焕然一新，群众生活状况都有了极大改善。2019年，
施河村被评为县级文明村；2020年，全村贫困户全部脱贫摘
帽。祝孟起也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驻村工作队员”。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李林欣

11月 18日，淮滨县第一中学来了两位手捧锦旗和
鲜花的客人，表示一定要找到一位名叫简颖颖的老师，向
她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原来，11月 16日上午，他们的母亲不慎将手包遗失
在淮滨县老教育局院内，包内有各种证件及现金2000余
元。多次寻找未果，老人绝望地恸哭起来。下班路过的
简颖颖老师问清原委后，担心老人哭坏了身体，便转身去
了附近银行，取了自己卡上 2000元现金交给老人，说钱
找到了，劝她别哭了赶紧回家。

后来，捡到老人包的路人，想方设法联系上了失主，
钱物原样送回。老人的家人这才知晓简老师的善良之
举，深受感动，老人的儿女便辗转找到简老师所在的学
校，当面道谢。

“一个是助人为乐、传递温暖；一个是心怀感恩，上门
还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体
现。”淮滨县第一中学校长易炳照激动地说，他们用实际
行动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德育课。

据了解，简颖颖老师平时就热心公益，曾被评为
2019年信阳市最美教师。

面对鲜花与掌声，简颖颖老师却说，老人的儿女满怀
感恩之心，才是最让她感动的。他们不仅想方设法找到
我，当面表示感谢，又坚持把钱退给我，真的让我很感动。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给了别人温暖，而是我们遇到
了懂得感恩的人。这个世界从来都是美的，从不缺爱心
和温暖、感恩和感动。帮助别人是人之天性，懂得感恩却
弥足珍贵。愿爱人之心、感恩之心，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永
驻！”简老师激动地说。8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代盼盼

“丁零零……”11月 16日一早，沉寂多日的平桥区
政务服务中心督查股的投诉电话突然响起，打来电话的
市民贾先生，一连声地对区市场监管局窗口工作人员张
显红表示感谢和赞扬。

原来是贾先生从郑州回信阳创业，前来注册企业时
因系统故障多次申报均未成功，第二天是周末，他还有
事要赶回郑州，就显得非常着急。张显红了解详细情
况后，立即向负责人汇报，主动申请周六为贾先生加急
办理。

“那天办完执照已是中午，想到别人牺牲休息时间为
我一个人服务，就想请她吃个便饭，可她说什么都不肯，
还一再说这是她应该做的。”11月 18日，办完执照回到
郑州的贾先生，接到采访电话时，话语里满是感激。他
说，就这一件事，信阳带给了他满满的感动。对于以后在
这里创业，他充满了信心……

然而，面对贾先生的感谢和赞赏，张显红却说她只不
过是做了她该做的事，其他同事都会像她一样的。

“‘民生无小事’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每一个党员干部
落到实处。”平桥区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股股长李勇坦
言，张显红一直都很敬业，为群众服务充满热情。

据平桥区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自辉介绍，通过不
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强日常监督，严明纪律，平桥区政务
服务中心积极主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每一项
具体服务中体现服务质量和水平。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张自辉表示，他们将
持续加强作风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中当先锋、作表率。8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在信阳师范学院揭牌

豫皖两省四市

联手严查违法超限超载

潢川县

企业从注册到投产仅用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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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患病老父亲
一起下乡去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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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联创以党建带电建。8 喻国强 摄 三省携手电网改造进深山。8 喻国强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晶
晶 通讯员 黄晓婉 向宣垣）初冬时节，正
是油茶果丰收季，信阳光山县漫山遍野林
林丛丛的油茶树上，缀满了洁白的茶花，
稠密的油茶果害羞地躲在花叶之下，呈现
出一派花果同期“抱子怀胎”的奇景。

“今年天气适宜，油茶果长势好，产
量要比去年增加两成呢！”光山县文殊乡
方洼村山农合作社负责人李开齐正在采
摘油茶果,旁边的手机全程记录。

“视频是录给消费者看的，以前信息
不通畅,很多产品都卖不出去。现在通
过‘光山号’平台，春季采茶制茶、秋天采
果榨油，都有现场视频记录，让消费者买
得放心。”李开齐介绍说。8

从从““种得好种得好””到到““卖得好卖得好”，”，光山怎么做到的光山怎么做到的

村民正在采摘油茶果。8 光山县委
宣传部供图

今年油茶果产量比去年增加两成今年油茶果产量比去年增加两成。。88 光山县委宣传部供图光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