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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5月 25日，记者从安阳市召开的“营
商环境看安阳”殷都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殷都区持续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行动，大力压减企业开办时间和环节，企业开办全
流程只需4小时，目前在全市用时最短。

据介绍，殷都区将原来开办企业串联办理的环节全部改为
并联办理，市场监管局、公安、税务、人社、医保等30多个部门数
据共享，营业执照、印章刻制、涉税办理、社保登记、医保登记等
业务同步推进、并联办理，推行开办企业“一件事”集成办理，打
造“一站式”审批服务，全流程4小时办结。

致力于企业开办手续免收费、零成本，殷都区为企业提供全
套印章刻制、税务发票及税控设备、证照邮寄等，全部由政府买
单，企业开办真正实现“零成本”。致力实现企业开办24小时全
天候智能审批、自助办理，殷都区大力推进企业开办“一网通办”，
营业执照全程电子化率达到98%，实现营业执照智能审批、自助
办理；在综合便民服务大厅内配置企业营业执照智能审批服务一
体机，实现开办企业24小时全天候智能审批、自助办理。不管是
不是工作时间，企业人员只需要带着身份证进行实名认证、操作，
几分钟就可以拿到营业执照。全区开设有5个营业执照企业自
助办理服务点，企业和群众可就近领取营业执照。7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 通讯员 郭栋 刘永欢）5月 25日，在
安阳市昊澜花园小区地下配电室，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把水传感
器放入水中，模拟室内进水，配电室所有窗户随即自动关闭，控
制指挥平台同时发出预警信息至运维责任人手机。这是国网安
阳供电公司防汛测试演练中的一个环节。

“墙体和所有密闭门窗可承受室外5米深水位的压力，另外
还配备了自启动向地上抽水装置，可保障在少量进水的情况下
自动抽水正常供电。”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

位于昊澜花园小区地下车库的高压开关站和配电室担负着
周边1万多户居民和多家重要用户的供电任务。汛期到来前，安
阳供电公司对该小区地下供电设施进行防汛消防智能化改造，让
位于地下的高压开关站、配电室拥有抗大汛防火灾的“金刚罩”。

安阳供电公司因地制宜，在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
下，经过深入调研，反复对比，实施了地下供电设施加固改造和
智能化技术措施改造。

据了解，目前安阳市县供电公司所属的977座开关站（配电
室）入口处已全部设置80厘米高的砖砌水泥挡水墙，补充沙袋、
配备吸水膨胀袋等防汛装备；地下配电站房在电缆通道、电缆夹
层、管道间隙用防水和防火材料进行严密封堵。7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 通讯员 邵军锋 韩建奇）近日，记者
从内黄县农信联社获悉，该联社积极为辖区内中小微企业办理
延期还本付息业务，持续深化金融服务，成为安阳市第一家获得
人行政策激励金的法人机构。

2020年以来，该联社累计为950户中小微企业办理贷款延
期还本付息业务，延期金额16.76亿元，其中符合人行普惠型小
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贷款3.26亿元，获得人行安阳中支政
策激励金326.20万元，占激励金总额的30.88%。

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该联社制定优惠政策，
强化信贷纾困举措。他们安排专项信贷资金，执行优惠利率，全
力支持疫情防控所需药品、医疗器械及相关物资的科研、生产、
购销企业的信贷需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
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企业，以及有发展前景但受疫情
影响生产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采取信贷展期、续贷、减免
逾期利息等措施给予支持；对损失较大的种植、养殖行业客户给
予延长还款期限、放宽贷款担保等政策支持；对符合无还本续贷
条件的，通过无还本续贷方式进行续贷。

为减少线下接触，提升客户融资便利度和可获得性，内黄县
农信联社还加大手机银行等网络申请渠道的宣传力度，“金燕e
贷”“安馨贷”等线上信贷产品受到客户欢迎。7

进入5月下旬，安阳县白璧镇西裴小镇的200亩大棚采摘
园里的蜜瓜、西瓜等进入采摘旺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图为游
客正在采摘薄皮蜜瓜。7 李旭兵 路国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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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席瑞娜

小满已过，夏味渐浓。5月 26日，记
者走进滑县焦虎镇关邓村种植园，只见
粉色的玫瑰花团团簇簇摇曳生姿，阵阵
花香沁人心脾。花丛中，30多名妇女正
在采摘玫瑰花瓣，手指翻飞忙碌不停。

一位清秀文气，穿着朴素的青年女子
一边用手机拍摄花朵，一边进行直播。“大
家看，这个时候摘花，香气最好……”主播
名叫邓莹莹，今年36岁，是滑县可尔香草
生物有限公司创始人，也是本村返乡创
业的硕士研究生。

“玫瑰花的颜色、大小甚至采摘时间

的不同，直接影响着精油的萃取量。气
温达到 15℃时玫瑰花就开了，这个时候
精油含量最高，太阳出来后精油容易挥
发。我们一般每天5点开始采摘，9点之前
采摘完。”邓莹莹说，村里土壤肥沃、光照充
足，非常适合大马士革玫瑰生长。“这种花
不用打药、施肥，隔一年要平一次茬……”
提起玫瑰花，邓莹莹滔滔不绝。

2015年，邓莹莹硕士毕业后进入河
北省农科院，成为一名农业研究人员。4
年前的春节，她回老家过年，萌生了回乡
创业的想法。

“我是学农出身，年龄也不算大，也
想为家乡建设出把力。”邓莹莹说。然
而，她的决定遭到了父亲反对。“父亲不

理解我好不容易有了稳定的工作，不理
解我为啥非要回家来种花……”

好政策打消了邓父的顾虑。2018
年，为鼓励、吸引外出人员回乡创业，滑县
建立了县级返乡电子人才库，并设立返乡
人员创业专项扶持资金、推荐返乡能人担
任村两委干部，培训返乡创业人员等。

当年，邓莹莹和丈夫双双辞职。俩人
回到村里，投资 20多万元，种植玫瑰花。
通过多方考察和反复比对，最终，夫妻俩
选择了适应性强、经济价值高的大马士革
玫瑰，并决定走玫瑰深加工的道路，利用
所学知识带动父老乡亲一起致富。

“大马士革玫瑰是萃取玫瑰精油和
加工玫瑰纯露的最佳品种。我们第二年

就有了收益，2020 年玫瑰花的产量在
15000斤左右。”邓莹莹介绍。

在邓莹莹的带动下，村集体发展玫瑰
产业，每年可增收 80多万元。村里还有
十余户也种植玫瑰，每户增收8万多元。

4年多时间，邓莹莹的基地逐渐发展
成为集玫瑰种植、玫瑰精油加工、观光于一
体的玫瑰花卉产业，种植品种也增加了薰
衣草、迷迭香、洋甘菊等，年销售额达上百
万元，并带动周边300多名农户就业增收。

“下一步，我要扩大规模，继续发展
香草产业，扮靓乡村。”邓莹莹说，她计划
和村两委一起，把关邓村打造成玫瑰村
庄，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解决更多父老乡
亲的就业问题。7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选调生’是我的身份名片，更是我
扎根基层、砥砺青春的初心见证。”“95
后”基层干部赵阳如是说。

赵阳现任汤阴县五陵镇副镇长。
2019 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报考省选调
生。“选择选调生，就是选择了基层。若
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方面貌，也算
青春无悔。”赵阳说，趁年轻到基层历练，

双脚沾染泥土，他心里很踏实。
在五陵镇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

经历了去年“7·20”特大洪涝灾害，以及
今年年初的奥密克戎新冠肺炎疫情。两
次大考让他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汛情期间，赵阳忙着防汛宣传、入户
排查危房、组织挖沟排水、紧急转移群
众、输送生活必需物资、组建青年防汛突
击队……每一项工作的开展，对这名年
轻干部都是一次新的历练。

“我带领的青年防汛突击队中，大部
分都是暑假返家的青年学生。我们一起
装沙袋，固大堤，迎风雨，踩泥水，一干就
是一个月，没有一个人抱怨，也从不讲条
件。”赵阳说，与大家一起坚守河堤的日
子，让他更加明白新时代青年该有的样
子——敢于迎难而上，担当尽责。

今年年初，为有效阻击奥密克戎，当
地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赵阳带领众
多返乡大学生，迅速掌握信息录入系统，
投身“疫”线，连续奋战 30余天，协助镇
上完成23轮核酸检测任务。

“基层历练使我明白，我们不单要融
入基层，更要主动求变。”赵阳说，如今，
自己面对困难挑战时，更加从容不迫，同
时，还能带动青年人一起担苦、担难、担
重、担险。他将扎根基层，永远保持热
爱，矢志奋斗，在乡村振兴“练兵场”上发
光发热，将青春挥洒在古都安阳这片广
袤大地。7

关邓村有个“硕士”玫瑰园

古都安阳的青年力量古都安阳的青年力量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青年是常为新的，最具创新热情，
最具创新动力。作为企业研发中心负责
人，我对这句话深有感触。”方快锅炉有限
公司研发经理卢洁说，企业要快速转型，
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不被时代淘汰，就
要敢于做先锋、第一个“吃螃蟹”。

卢洁是一名“80后”，曾留学海外，
学成归国后，到企业研发中心任职。从
学习国外技术、钻研外来产品，到能够自

主创新开发，卢洁和她的研发团队用了
七年时间。截至目前，他们独立研发新
项目 80余个，申请技术专利 43项。其
中，6个项目被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机电设备（产品）推荐目录》。

研发的成果是喜人的，过程却异常
艰辛。

“一次，为研发一款新产品，我和团
队的年轻设计师们连续奋战近四个
月。在这期间，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技
术指标、试验参数，记不清开了多少次
头脑风暴会，经历了多少次失败。”卢洁
回忆，那段时间他们没日没夜地“泡”在
实验室和车间，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完
成了产品的实操论证。

值得一提的是，卢洁和她的团队研
发的满负荷 500蒸吨热能的锅炉新品，
中标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辅助配套项
目，为这次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贡献了安
阳力量。

“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打造一支
年轻化、个性化、信息化的团队。由于全
员实现无纸化办公，疫情对工作并无实
质性影响。年轻团队学习能力更强，大
家的思维也是与时俱进的。”卢洁介绍，研
发团队成员平均年龄35岁。

卢洁表示，作为一名实业、重工业
行业的青年研发人，她将时刻保持学
习状态，勇于探索，争当“双碳”工作
贡献者，努力成为产业实力区域领先
的推动者。7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在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无数白衣天使冲锋在前，其中不乏年
轻的力量。

“两年前，我院 14名年轻的医务人
员出征武汉，深入武汉市中心医院危重
病区。我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员，面对

未知的病毒也曾惧怕不已。”90后护士
长高梦来自安阳市肿瘤医院姑息治疗
科，她说，在责任面前，“害怕”这个词必
须放下，从穿上防护服那一刻，使命就是
战斗。

“我常想，如何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高梦说，她清晰记得，第一次出征
时的紧张与害怕，但在疫情面前，在生命
面前，他们责无旁贷，唯有冲锋向前。从
今年年初到现在，高梦和诸多医护人员
一起，赴汤阴、奔滑县、援郑州、护上海，
成为一颗哪里需要就拧在哪里的螺丝
钉。

年初，奥密克戎突袭安阳。安阳市
第五人民医院承担救治确诊病例的任
务，急需更多医护力量。因为之前有援
鄂经验，在医院询问“能不能去”时，高梦
没有任何犹豫。高梦说，入驻安阳市五
院，她所负责的病区，患者多为学生和老
人。除了做好医护之外，高梦还给学生
们做手工书签，在书签背后写下一句句
正能量的鼓励。农历小年当天，她给大
家订麻糖，剪福字，送祝福……高梦坚持
用自己的方式，坚守职责，输送温暖。

“疫情尚未退场，青春不能打烊。”高
梦表示，作为青年医务人员，守护生命是
天职，更是一生的使命，她永远牢记“请
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7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有见识、有能力
的高素质年轻人扎根农村，积极作为。

今年34岁的王卫超，是内黄县众鼎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017年，他毅
然辞去在大城市的高薪工作，返乡创业，

带领乡亲们种植绿色小麦和绿色花生。
万事开头难。“合作社成立第一年，

我带领农户种植的2000亩优质小麦遭
遇‘倒春寒’，部分受灾严重地块甚至绝
产。因为是我公司提供的种子和技术，
农户就找我们讨说法，要赔偿。”王卫超
回忆，那段时间，迫于种种压力，自己甚
至产生了放弃的念头。

“我个人事小，但乡亲们的收成怎
么办？有的农户，全家的开支都指望着
这几亩地。”肩上的责任支撑着王卫超，
他开始想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农户损
失。向乡镇党委汇报情况，向保险公司
报送损失清单，自掏腰包给农户免费提
供复合肥……乡亲们看到了他的诚意
和努力，不仅没有退出合作社，反而发
动身边更多人加入。

近年来，农村人口老龄化越发严
重，可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年轻人来带
动。“我正年轻，又是安阳人，能够返乡
发展，并造福一方百姓，是我的情怀所
在。”王卫超说。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
时、重任在肩。”他表示，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
扎根乡野，让农业成为更有奔头的产
业。7

让科创
更有“温度”

让农业
更有奔头

白衣为甲
护航生命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青春正当扬帆远航。

5月 24日，安阳市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座谈会。全市优秀青年代表汇集于此，聆听同龄人

讲述精彩奋斗故事。

科技创新与时俱进，疫情防控扎实有力，乡村振兴提

档加速，基层发展如火如荼……活力古都出彩安阳的背

后，正是这样一群“硬核”青年，矢志不渝在奋斗。

安阳首台司法鉴定查询系统
终端在龙安法院上线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5月 26日，记者从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获悉，全市首台司法鉴定查询系统终端
在该院正式上线，标志着该院智慧化建设再进一步。

“在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当中，经常会涉及有关司法鉴定问
题，司法鉴定的结论以及定罪量刑关系到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是
诉讼中重要证据之一。”该院技术室负责人吴德高说。

据介绍，该司法鉴定查询系统，不仅能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查
询服务，让诉讼参与人直观便捷地了解司法鉴定的法规通则、程序
流程、内容类别、指引材料、计费标准等，还提供涉及司法鉴定的风
险告知书、鉴定类别及对应的材料指引、鉴定机构查询、鉴定法规、
鉴定收费标准及费用计算器、委托鉴定留言板等功能和服务。

龙安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王晔表示，下一步，他们将
以司法鉴定查询系统为依托，积极推动司法技术工作和智慧法
院建设深度融合，构建司法鉴定工作新模式，以更加智能便捷的
司法鉴定服务，助力法官“多办案、快办案、办好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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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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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的安阳大地上在广袤的安阳大地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力量越来越多的青年力量，，像像田野中的麦子一样田野中的麦子一样，，迎着朝阳茁壮成长迎着朝阳茁壮成长。。 刘海栓刘海栓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