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书记新春好。恁对俺们好，以后浅

井（镇）还有什么工程，恁只管说，俺们100多

号人都还来。”2月16日一大早，禹州市浅井

镇党委书记王丰的手机上收到了商丘农民

工老汤的一条短信。外人看来摸不着头脑

的一条短信，却让王丰脸上忍不住挂上了笑

意。

2月4日，浅井镇党委、镇政府从市劳动

部门得到消息，镇辖区水泥公司从事建筑工

程的170位（其中120人为商丘人）农民工，因

拿不到工资无法回家过年。该镇闻讯后，成

立了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工作组，迅速查

明了情况：水泥公司与某建筑公司签订施工

合同，建筑公司将工程转包给工头汤某。合

同约定根据工程进度，分期支付工程款，最后

验收合格后支付所有工程款。一方面，是急

切想回家与亲人团圆的农民工，另一方面却

是合同规定，工程未经验收、决算，水泥公司

不支付工程款，包工头汤某又拿不出钱来发

工资。事情僵持在这里，170位农民工不知如

何是好。

“农民工兄弟辛辛苦苦一年，如果他们不

能回家过年，我们心里有愧！”镇党委书记王

丰对工作组的同志们说。

当时距离除夕夜只有6天时间了，工作组

成员心头都鼓着一股劲：尽快、尽力让农民工

兄弟回家过年。工作组放弃休息时间，积极

与市劳动部门、水泥公司协调。终于，水泥公

司答应特事特办，先予支付工程款17万元。

工作组本以为可松口气了，孰料节外生枝。

因包工头汤某的疏忽，有30多名未领工资的

农民工情绪激动，在水泥公司门口大吵大

闹。面对复杂局面，工作组稳定农民工情绪；

一边积极与水泥公司协商，争取主动。经过

不懈努力，2月7日晚，水泥公司最终答应支

付总工程款的30%，共40万元，按比例兑付

工人工资。

为了保证工资能够安全稳妥发放，腊月

二十八一大早，浅井镇镇长崔国战同该镇

派出所、司法所、劳保所等人员积极配合，

确保了40万元一分不差地发到农民工手

里。

当最后一名农民工领到钱，高兴地连声

说谢谢时，连续操劳了三天三夜的工作组同

志们脸上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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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期间，记者在尉氏县洧川镇农

村采访时看到，传统的过年习俗正悄然发生

着变化，这些变化折射出社会的进步和变

迁。

餐桌“变脸”

“吃”也是农村春节的一种特色文化，如

今不仅浪费铺张、大鱼肥肉、酩酊大醉的现

象已有所收敛，且绿色、无公害食品，尤其是

五谷杂粮颇受老百姓青睐。正月初四上午，

王庄村一位大妈说：“现在生活水平真是提

高了，过年准备的鱼、肉不待见，就是杂面

馍、杂面条、玉米糁稀饭受欢迎。”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往年“购新衣、买新

帽、备酒肉、放鞭炮”的传统习俗正面临新挑

战，今年不少村民的春节餐桌正悄然“变

脸”，勤俭节约、绿色健康的饮食文化正逐步

成为时尚。

探亲“变短”

在当地农村，人们过春节一直有“探长

亲”的习俗，探亲者要在亲戚家待够一整天

才显得对主人的足够尊重。然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们的这种传统探亲观念正慢慢发

生变化，探亲时间也已“变短”。

该镇三赵村民赵建德选择大年初二这

天走亲戚，从早上到下午一天走了5家亲戚，

于大年初六便提前乘车外出打工了。赵建德

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外出打工280多天，一共

挣了３万多元钱，耽误一天，就少挣100多元

钱，现在时间就是金钱，走亲戚也应该更有效

率。一位村干部说，现在，许多农民心里都有

一本“经济账”，使以往那种春节“探长亲”的

习俗在日趋改变。

拜年“变简”

以往过年时，要么走亲串户给亲友拜

年，要么在家里忙着接待亲朋好友，众多的

年俗和礼仪使人们感到麻烦和疲惫。

今年，不少农民摒弃了传统的方式，通

过电话或者短信拜年，既简便又理性。再加

上微信、微博、飞信等拜年新方式的兴起，更

加“低碳”、个性。“一条微博就可以向多位好

友送出祝福，微信还可以互相发送语音、视

频，新的拜年方式不仅简单、亲切，还个性、

时尚。”该镇丁庄村青年农民赵岩告诉记者，

这些天他通过网络送出、接收了100余条新

年祝福。

为了农民工兄弟能回家过年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朱晓路党晓峰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通讯员何京辉 常彩

云）每逢春季，正是树木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

期，为做好防治工作，2月17日，武陟县向各乡

镇下发草履蚧壳虫（俗称“树虱子”）防治工作通

知，开始为树木打“防疫针”。

据悉，草履蚧是一种为害非常严重的害

虫，0℃以上开始孵化，2月中旬开始上树，3

月中旬开始危害树木。刺吸嫩枝幼芽的汁

液，造成树木衰竭，严重时可使枝梢枯萎，树

木死亡。

这次“防疫”覆盖全县林木13万亩，主要为

易发生草履蚧为害的林区进行防治，力求最大

限度降低草履蚧的为害。

当天，林业局全体人员及各乡镇护林员到

新孟路北郭段，对道路两侧的杨树进行防治。

在防治现场，专家详细讲解并示范了“一刮二缠

三涂药”的防疫方法，现场共示范防治杨树3000

余棵。

林业局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县成立了草履

蚧防治专业队，将“拦虫虎”等防疫药品免费发

放到各乡镇群众手中。对易受草履蚧为害的林

网树木，会进行刮皮、缠胶带、涂药作业，阻隔草

履蚧上树。林业局还会对各乡镇防治工作进行

检查，凡未按要求完成任务的，林业局将下达病

虫害限期防治通知书。

洧川镇：春节习俗“新三变”
□本报记者伊胜利通讯员王水田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2月

15日上午，在新蔡县殷实园广场上，锣鼓喧

天，旱船队、舞狮队、舞龙队和秧歌队盛装上

场，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看。

春节期间，新蔡县举办了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民俗文化表演，让城乡广大群众在热

闹欢乐的气氛中共贺新春。在每个表演

点，舞狮、舞龙灯、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

姜公背姜婆等民俗文化表演都会赢得围观

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除开展春节民俗文

化外，该县还开展形式多样的送电影、送

戏、送科技、送健康等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活动，尽量满足各类、各层次群众的文

化需求。城乡各单位也相继开展书画展、

球类、棋类比赛等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丰

富群众节日文化活动，让广大群众过了一

个文化味十足的春节。

新蔡县民俗文化贺新春

武陟

为树木
打“防疫针”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

员王长河）2月12日，宝丰县张

八桥镇姚店铺村文体广场上，来

自本村和附近村的农民运动健

儿龙腾虎跃，有的在比赛篮球，

有的在比赛拔河，有的比赛乒乓

球，还有数十对夫妻在比赛三足

跑。身着节日盛装的村民，扶老

携幼围观喊加油，一片欢声笑

语。这是该村在举行第四届春

节农民运动会。

姚店铺村党支部书记张宪

立介绍，去年以来，该村带领村

民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村里成

立的宝丰天然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流转农民数百亩土地建起

了43个无公害蔬菜日光温室，

种植的黄瓜、番茄等反季节无

公害蔬菜喜获丰收，在春节市

场上卖了好价钱，农民收入成

倍增加。为庆贺一年的丰收，

活跃村民春节文体生活，村“两

委”会拿出3万多元，承办了由

镇党委、镇政府主办的春节戏

剧擂台赛，举办了姚店铺村第

四届春节农民运动会。

今年的春节农民运动会有

200多人参加。整个比赛从农

历正月初三到初五，共3天时

间。村里为获奖人员分别颁发

了冰箱、洗衣机、茶具、被子、唱

戏机等奖品。

宝丰县姚店铺村

举办第四届
春节农民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马如钢通讯员王臣甫李松波）

今年，焦作农信社科学谋划，精心布局，截至1月

底，该市农信社各项存款余额266.12亿元，较年初

上升13.14亿元，实现组织资金工作“开门红”。

元旦前后，焦作农信社就制订了《焦作市

农信社一季度组织资金工作实施方案》，要求

各行社将辖内对公存款大户、系统性客户进行

全面梳理，由各行社及各基层网点班子进行分

级攻关维护，做到“小客户全部覆盖、大客户分

级维护”。

焦作农信社还利用非现场监管系统对各

行社以及基层网点存款情况实时监测，及时掌

握基层存款动态，每天通过电话、短信或邮件

等方式向领导汇报，对进展缓慢的及时督促，

每旬对各行社及基层信用社（支行）存款进度

全辖排名通报，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同时，充

分利用金燕卡“四免一参与”的优势，积极争取

政府机关、中小企业、医院等单位人员工资代发

项目，增加个人资金留存量。

本报讯时下正是苗木花卉移栽的关键

时候。在素有“中国玉兰之乡”的镇平县贾

宋镇师洼村，苗木种植大户朱家英正在指导

一群专业人员起挖花卉苗木，在她所培育的

300亩广玉兰、梅花、黄杨、小叶女贞等珍贵

苗木基地里，每天来购买苗木的客户都络绎

不绝。截至目前，贾宋信用社根据当地花卉

种植的季节和特性，已先后投放种植贷款

2105万元，支持花卉大户连片发展，而朱家

英也正是金燕快贷通福农卡收益的农户之

一。

镇平县农信联社在信贷投放上实施“三

倾斜”，即信贷资金向实体经济倾斜、向民生

发展倾斜、向春耕备播倾斜；在贷款方式上，

以金燕快贷通福农卡贷款为载体，服务经济

发展。

在前期信贷服务的基础上，为南阳大胜

路桥有限公司办理贷款1100万元，用于国

际玉城二期项目内道路建设和广场铺装工

程，以实际行动支持玉文化产业发展；同时

受理南阳利通商务有限公司500万元贷款

申请，用于解决短期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

支持企业稳健有效发展。

根据县域金鱼养殖、花卉种植等特色产

业布局及特点，有目标、有重点地实施信贷

倾斜政策，下大力气扶持一乡一色、一村一

品的特色产业发展格局。如侯集信用社根

据春季鱼苗投养、水塘建造和饲料购买的实

际情况，新投放贷款360万元，支持金鱼养

殖；彭营信用社根据辖内金针菇种植实际，

新投放贷款620万元；杨营镇投放信贷资金

500万元，扶持养殖户70家，支持生猪养殖

产业。同时，发放大学生回乡自主创业贷款

10万元和大学生“村官”带领当地村民致富

创业贷款25万元，帮助城乡青年，尤其务工

返乡人员创业就业，鼓励他们利用一技之长

在家门口办厂兴业，带领一方群众致富。

结合当前农时农需，围绕全县粮食核心

主产区所确立的百亩方、千亩方、万亩方高

标准永久性粮田建设，加大对土地治理、低

产田集中连片改造等春耕备播的资金投入

力度，以侯集、张林、贾宋、杨营等粮食主产

区为重点，先后新投放信贷资金1620万元，

确保春耕备播资金及时到位，不误农时。

一系列的做法和信贷资金的投入，有力

地支持了春耕备播和县域经济发展，营造了

一道调整种植结构、“贷”动春耕备播的亮丽

风景线。 （乔前锋 韩宏伟）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

员白阳省 李长顺）2012 年以

来，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积极与县妇联、县财政局通力

配合，积极推进妇女小额担保

财政贴息贷款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截至去年年末，全县农

村信用社共发放妇女创业小额

贷款 788户，金额 5073万元。

贷款主要投向种植业、养殖业、

商贸、服务、小型加工等微利项

目。

为了解女性创业情况，农

信社先后进村入社区发放《妇

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问答》宣传册两万余份，接待咨

询妇女2500余人次，走村串户

调查上百次，帮助创业女性了

解政策和贷款资格、申报程序、

贷款额度、操作流程等。另一

方面，该联社以关注民生、关注

弱势群体，履行社会责任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到让利

于民。发放的妇女小额贴息贷

款比其他类别的小额贷款利率

标准降低了15％左右，仅此一

项，全县农村信用社便让利100

多万元。

本报讯 小的企业看老板，

中的企业看制度，大的企业看文

化。企业对于文化就像鱼对于

水一样重要，一刻都不能少。荥

阳联社继去年“服务质量提升”

活动大幅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

形象后，今年开始着手打造特有

的企业文化，精心培育企业文化

内涵，提高竞争的软实力。

1月21日，荥阳联社邀请专

业企业培训公司利用一周的时

间对荥阳联社目前企业形象、企

业愿景、服务内涵、网点设计等

进行了暗访，培训公司从专业的

角度与中层以上领导对暗访结

果做了分享，提出了今后企业文

化建设的重点。参会人员充分

认识到了目前品牌形象与其他

银行的差距，并意识到加强品牌

塑造和企业文化建设的迫切

性。

（李晓洁 杨茂林）

本报讯 为全面推广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构建支农、惠农、

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卢氏农商

行大力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

务工作。2012年12月，卢氏农

商行先后深入文峪、范里等乡镇

的10多个行政村，对银行卡助

农取款点进行摸底调查，就服务

点筛选、助农取款点的挂牌等相

关事项进行了解。

截至目前，该行新布放的

21台助农取款机具全部投入使

用，颇受群众的欢迎。据悉该行

将在2013年把“助农取款”工作

当成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大此

项惠农、便民工程的投入，到

2013年底实现农村地区自助设

备全覆盖。 （何磊）

热闹的乡村菜市
□本报记者刘景华通讯员夏俊

科学谋划 多措并举

焦作农信社存款
上升超13亿元

濮阳县农信社

5000万元小额贷款助力女性创业

荥阳联社
打造企业文化 提高竞争软实力

卢氏农商行
今年底实现农村自助取款全覆盖

镇平县农信联社

服务实体经济 支持春耕备播

““感谢中牟县农信感谢中牟县农信

联社联社，，我们争取在寒假我们争取在寒假

结束前打通去王庄小学结束前打通去王庄小学

的路的路，，让孩子们开学时让孩子们开学时

能走在能走在平坦的马路上去平坦的马路上去

上学上学。”。”11 月月 2828 日上午日上午，，

中牟县八岗镇党委副书中牟县八岗镇党委副书

记记、、镇长朱会珊接过镇长朱会珊接过1515

万元捐款激动地说万元捐款激动地说。。

近年来近年来，，中牟农信中牟农信

社社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参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参

与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公益事业，，受到受到

当 地 群 众 的 好 评当 地 群 众 的 好 评 。。

王志刚王志刚摄摄

灵宝市焦村镇东村村位于

灵宝市正西的衡岭塬上，距灵宝

市区 5里，全村 13个生产组，

4000余口人，是灵宝市的“小康

村”。 2008年，在村部附近的十

字路口，群众自发兴起了一个蔬

菜市场，刚开始只有两三家菜

摊，由于村“两委”积极引导、保

护，不收任何费用，菜市场渐具

规模。

2月7日，记者采访了这个

乡村菜市。

记者赶到那里时已是上午

九点钟了，天空飘着雪花。

刘玉民，三十来岁，祖籍南

阳，来灵宝打工已经5年了，他

是最早来东村卖菜的。刘玉民

告诉记者：“东村这个菜市场从

一兴起，我就来卖菜，一直坚持

到现在。时间长了，和村里的人

差不多都熟了。东村的人待人

真诚，从不欺生！”问到他每天的

收入，刘玉民有些狡黠地说：“这

是商业秘密，恕不奉告！不过你

可以想，如果无利可图，我会坚

持五年一直来吗？”

村民孙安保买了一捆芹菜，

他笑着说：“日子好了，咱吃菜也

讲究了！”

村委会主任孙富生对记者

说：“菜市场的兴旺反映了农民

经济状况的改变。过去村民收

入低，哪儿有钱买菜？也就是田

间地头果园树行之间，种那么一

点，而且品种也有限；如今富裕

了，钱多了，什么菜都有了。”

飞舞的雪花落在脸上，有一

丝凉凉的感觉，而人们手中那一

捆捆绿绿的芹菜、韭菜、蒜苗，却

给人带来了春天的气息。

本报讯 新年伊始，西峡农信联社及早备足

资金，帮助农户购置科技年货，为土地发放“压岁

钱”，围绕“果、药、菌”特色产业积极发放小额农

贷7000多万元。

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西峡农信联

社围绕“稳药、调菌、扩果”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战略性调整的机遇，把服务定位在特色农业发展

上，定位在农村产业化项目建设上，确立了春耕

生产扶持目标，通过“惠农工程”的实施和社农

“双赢”的目标实现，使广大员工认识到支农服务

的重要性。

通过向农户发放春耕生产调查问卷，逐村挨

户掌握春耕生产所需的资金，建立支农项目储备

库，对符合条件的客户予以积极支持。确立了以

香菇生产为主的食用菌生产管理体系，以猕猴桃

为主的高效林果示范基地，以山茱萸、天麻为主的

中药材种植，最大限度满足春耕生产所需。

坚持“面向农业、小额为主、灵活方便”的贷

款原则，大力推行“金燕快贷通”，通过对农户小

额贷款及时授信，简化手续，随到随办、现场办

贷，把支农惠农落到实处。（赵泽轩郭大鹏）

西峡农信社7000万元
贷款“闹春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