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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团圆年、亲子年、丰收年，20余万在外

务工的淅川人匆匆返乡欢度自己的蛇年新春。

7年了，再拍一张“全家福”

淅川县寺湾镇王强兄弟姐妹6人，父

亲去世 20 余年，母亲一直在乡下居住。

2006年春，王强到南阳市检察院工作，妻

子在南阳一家医院上班。“2005年春节，我

们兄妹一大家在寺湾老家过了一个团圆

年。到南阳后因为工作原因，已经7年没

有回家过年了。”王强说，7年来，有很多的

变故，嫂子和两个外甥先后在外打工遇

难。“7年前的那张全家福已经成为记忆

了。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回家过个团圆年，

再拍一张全家福。”

腊月二十七，王强一家人回到了淅川老

家。二十八，兄妹6家近20人为逝去的亲人

上坟扫墓。大年初一，王强一家拍了一张全

家福。“以往一家三口在南阳市过春节，将自

己锁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生活单一。今

年，亲人们聚在一起乐乐和和，好不热闹，很

有纪念意义呀。”王强很是感慨。

孩子，父母回来看你们了

淅川县有1.8万个家庭外出务工，有近2

万孩子留守在家求学。春节期间，外出的父

母们都要丢下手头的活计，回家看望留守子

女，修复一下失落的亲情。

李全奇是寺湾镇夏湾村人。多年来，夫

妻俩一直在天津务工养家糊口，两个孩子都

留守在家。大儿子上高中住校，小儿子读小

学住在亲戚家里。孩子们的生活费用靠夫妻

俩寄钱维持。平日里，除了用电话和孩子们

交流联系外，一年基本见不到孩子们一面。

“孩子在家，真让家长牵肠挂肚。每年春节期

间，我们必须回家一趟，一来看看孩子们，二

来了解一下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李全

奇说。春节期间，李全奇夫妇带着孩子们逛

庙会，询问学习情况，讲些为人之道。“春节期

间能和爸妈在一起，既幸福又温暖。”谈起父

母回家过春节，大儿子李思南很是高兴。

据悉，春节期间，仅寺湾镇就有2000余个父

母返乡过年，和留守孩子团聚，修复失落的亲情。

回老家，看看农村新模样

淅川县集山区、库区、边缘区于一体，农

业基础相对薄弱。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移

民迁安工作的结束，人口居住分散、就学就

医不便、土地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愈发突

出。去年以来，淅川县积极走“三化”和谐

发展之路，推进城镇化建设，建成新型农村

社区56个，发展设施农业2.3万亩，人均增

收800余元，让10余万淅川人提前享受到

了小康之乐。

马蹬镇任沟新型农村社区始建于

2011 年，占地 1000 余亩，容纳 1300 余

人。“不管手头的生意再忙，今年我们一定

要回去看看家乡的新模样。”任沟村任振

彦对记者说。因为出身农村，家境贫穷，

1994年起，任振彦就到十堰市做生意，并

在那里定居下来。近20年过去了，新型农

业、新型社区建设日新月异，老家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青砖绿瓦,宽阔道路，大棚

蔬菜。看着任沟村新型社区的美景，任振

彦感慨万千：“在如此优雅的环境下过春

节，比城市更有滋味，更有情趣，亲情和乡

情相得益彰。”

“广场代替臭水沟，农民住上小洋楼。”

淅川县新型农村社区和现代农业让2万在外

务工人员感受到了家乡的变化。

许昌县艾庄乡的西王村位于许昌、禹

州、长葛三地的交会处，虽然地理位置有

点偏，但该村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近日，

记者来到该村，亲身感受到了村民对文化

的热爱，更亲身感受到了富裕后农民的幸

福生活。

“今年的冬天很冷，但一点也不影响俺村

的文化活动。特别是过节这几天，我们村每天

晚上都有规模不等的活动。”西王村村主任郑

金峰说，西王村辖4个村民组，920口人，仅有

870亩土地，但全村人均纯收入9000多元，

90%以上的农户都住上了二层小楼，是许昌县

的示范村。

“俺村干部和群众一门心思搞经济，如今

有机械加工厂20个，机械加工、数码机床经

营户规模不断加大，规模养殖场3个，蘑菇大

棚15座，群众不出村就有活干，外来打工的

人数也不下百人。可以说，偏僻的地理位置

并没有影响俺村的发展。”郑金峰说这话时透

着自豪。

根据该村的情况，艾庄乡党委、乡政府按

照现代化的城镇建设标准，帮助该村对民宅进

行统一规划和设计，筹资50多万元，对现有主

干街道小巷进行硬化绿化，安装路灯，栽大叶

女贞等绿化树。

“西王村富裕之后，就致力于群众文化活

动的开展和升级，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娱自

乐、自编自演，群众的参与度很高。这两年，他

们排演的节目都在许昌市的农村文艺汇演中

拿过大奖呢！”艾庄乡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徐晶

晶说。

村民王守坤是村里有名的“秀才”，村里

成立戏迷剧社后，他就积极发挥特长，把身边

发生的新人新事编成农家快板儿、民间小调

等多种文艺形式的节目，和群众一起进行交

流排练。

“我喜欢唱戏，能够在文化大院里对着乡

亲们唱两嗓子，一天的劳累都没有了，心里感

觉特别舒坦!”西王村戏迷剧社的团长王桂敏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马如刚 通讯

员何京辉）稳增长、促转型、调结

构、惠民生，这方方面面都离不

开财政的“真金白银”。2012

年，政府“钱袋子”里的钱究竟花

在了哪儿？在日前召开的全县

经济会议上，武陟县晒出了

2012年的“账本”。

2012年是武陟县大发展大

跨越的一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240亿元，同比增长13.6%；地方

财政收入突破10亿元大关，达

到11.1亿元，增长28.9%。该县

全年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达到

12亿元，比上年增长19％，占地

方财政支出的50％以上。

“钱袋子鼓了，但是，袋子里

的钱应该怎么花，怎样花才更合

理？我们认为，有了钱还是得先

尽着老百姓。”县委书记常鸿说。

有了钱先尽着老百姓，家住

和平路南段的孟俊卿老人对此

深有感触。孟大爷今年93岁，

依旧精神矍铄。年前他领到了

全年2400元的“敬老补贴”,老

人高兴地说：“这几年政策好，60

岁后每月可领到70元养老金，

现在又发‘敬老补贴’，以前想都

不敢想。前几年过年都是儿女们

给我钱，今年春节，我还给他们发

了压岁钱哩！”。去年一年，武陟

县共拿出 1000万元为80岁以

上老人发放“敬老补贴”。

武陟县县长闫小杏此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去年，县里共

为创业者发放担保贷款1.3亿

元，位列焦作市第一，扶持2459

人实现了创业梦，以此来鼓励更

多的人创业，让群众得到更多的

实惠。

在武陟，“先住院、后付费”

的服务模式从去年就开始全面

推行，按病种付费的改革让群众

直接受益1252万元。2013年，

该县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参合率

已达到99％。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商水县农村信用联社在全县农村开展上门办贷服务，组织信贷员巡回村户上门办理贷

款手续，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图为商水县舒庄乡农村信用社在北王张行政村村室为办养鸡场的6户计生信用

户办理贷款手续，把服务送到家门口。 乔连军摄

10年前，襄城县湛北乡尚庄村还是一个

全县数得着的省级贫困村。近年来，该县农

村信用社向该村累计发放小额农户联保贷款

860多万元，支持该村种植反季节大棚瓜菜，

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该村农

民自发成立的绿之洲果蔬专业合作社，被国

家农业部确定为第一批全国蔬菜标准园创建

单位。每当提起这些变化时，该村群众无不

激动地说，要不是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尚庄也

不会发展这么快。

尚庄村有耕地1056亩，其中平洼地占三

分之二，山坡地占三分之一，总人口960人，贫

困人口215人。过去，山地望天收，洼地常水

淹，村民靠种植小麦和大豆勉强维持生计，人

均年收入不足800元。

2001年10月，就在尚庄村党支部、村委

会为村民寻找致富道路发展苦于没有信息和

资金时，该县农村信用社开展了“一联三送两

促进”活动。在活动中，该县农信社信贷人员

从尚庄村一些瓜贩中了解到山东省寿光农民

种植反季节瓜菜经济效益翻番的信息后，就

立即与村干部一起到山东进行认真考察，确

定项目，引进优良瓜菜品种，并帮助他们聘请

技术人员，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种植反季节大

棚瓜菜。当年，该县农村信用社发放联保小

额贷款20万元支持该村13户农民建塑料大

棚16个，种植“冠龙”品种西瓜40亩。

由于科学管理，适时施肥浇水，次年5月

西瓜成熟，获得平均亩产3000公斤的好收

成，亩产值3600元。在包村信贷员的建议

下，这些农民又种植“寿光”品种辣椒，2002

年10月收获，平场亩产2000公斤，亩产值

3500元。

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尚庄村农民尝到了种

植反季节大棚瓜菜的甜头，2001年又有5户

农民加入到种植反季节大棚瓜菜的行列。

在信用社的鼎力支持下，到2012年，尚

庄村反季节种植户由原来的13户发展到

180户，大棚由原来的16座增加到300多

座，种植面积也由原来的50亩扩大到1000

亩。由于瓜农种植技术的不断提高，收益逐

季增多，春季大棚西瓜亩单茬效益已突破

7000元，全年亩均效益突破了万元大关。绝

大多数瓜农不但早已还清了贷款，而且在信

用社都有几万元的存款。大棚西瓜的种植

带动了村上小拱棚瓜、露地瓜和拱棚蔬菜业

的蓬勃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全村村民创业的

热情。每到收获季节，该村到处呈现出一派

繁忙景象。

同时，尚庄村还辐射带动了该乡的杨

庄村发展大棚瓜菜，该县农信社又先后累计

向杨庄村投放小额农户联保贷款80多万元，

支持杨庄40户农民种植反季节大棚西瓜。

目前，尚庄、杨庄经济一体化呈现出良好的

发展态势。大棚西瓜生产在尚杨经济区基

本上实现了规模化、规范化、标准化、商业化

和产业化的经营格局。

2006年8月，在信用社的支持下，该村又

自发成立了有80多户农民入社的绿之洲果蔬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围绕发展大棚瓜菜，

及时为社员提供生产资料、种植信息、技术指

导、产品销售等服务，深受农民欢迎。2010年

2月22日，该合作社被国家农业部确定为第

一批全国蔬菜标准园创建单位，成为许昌市

首家全国园艺作物标准园创建单位。

如今的尚庄和2002年前相比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300亩退耕还林的荒山所栽

的杨树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全村850亩反

季节瓜菜大棚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洋，亩均效

益达到1.2万元，综合效益860万元，是2002

年全村土地总收入的10倍；村里95%以上的

农户用上了自来水，50多户用上了沼气，大

街小巷的柏油路整洁宽敞，150多座二层楼

房拔地而起。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

张海波张新开）“俺村靠种植反

季节大棚蔬菜，年纯收入500多

万元，全靠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的扶持，要是没有县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的帮助，就没有尚庄村的

今天。”上蔡县黄埠镇尚庄村党

支部书记乔文礼告诉记者。近

年来，上蔡县有10万多农户在县

农联社扶持下走上了致富路。

近几年，上蔡县农信社立足

服务“三农”市场定位，积极做好对

农户、农村经营大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种植养殖基地、涉农企业的

信贷服务。以“金燕快贷通”为载

体，大力开办返乡农民工创业贷

款、巾帼致富贷款、农村助学贷款

等信贷业务；大力支持保障房、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事业发展，

扎实推进金融服务进村镇、进社区

活动，优质高效服务群众。大路李

乡肖里王村是县农联社培育的信

用村，在县农联社500万元小额贷

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扶持下，家家养

猪，户户致富，全村年出栏生猪5

万多头，纯收入超千万元。

“截至去年年底，全县共建

农户经济档案15万份，创建信用

村35个；累计发放小额贷款和农

村联保贷款36.3亿元，较上年度

均有大幅增长；扶持各类专业户

近10万户。”说起2012年度经营

业绩，上蔡县农村信用联社的员

工无不感到自豪。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今年

以来，唐河县农村信用联社紧紧

围绕全省农信社中心工作，认真

贯彻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

以达标升级工作为核心，坚持

深化改革方向不动摇，着力加

快存款发展步伐，有效促进了

业务经营的健康快速发展。在

2010 年、2011 年存款突破 40

亿元、50亿元的基础上，唐河联

社存款工作实现了三年三级跳

的目标。截至 2013年 2月 16

日，全县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

一举突破 60 亿元大关，达到

624167 万元，较上年底净增

28720万元，3年来存款累计净

增231650万元，存款工作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

唐河农村信用联社

存款突破60亿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

员崔长斌）2月19日，记者从滑

县农村信用联社获悉，该联社存

款余额先后突破50亿元，春节

前后的45天存款以每天1026

万元的速度递增，绝对额和增幅

均创历史新高。

春节前是滑县外出务工人

员回家的时候，他们也带回了大

量的现金，滑县农村信用联社

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将60多个

网点全部装修一新，美观大方，

环境宜人，使信用社在群众心

目中有较高的吸引力和影响

力，提高了知名度。联社理事

长刘福顺说：栽好梧桐树，引得

凤凰来，只要服务质量上去了，

就能站稳脚跟参与竞争和发

展。看到新颖的营业网点，当

地群众说：信用社再不是过去

的“土老冒”了，有钱存到这里

也放心。

目前，滑县道口信用社存款

突破5亿元，城关、汇通两个信

用社先后突破3亿元大关，10个

信用社突破2亿元信用社，其他

7个信用社均实现了存款增长的

好势头。

滑县农村信用联社

每天存款增千万元

本报讯 近日，修武农村商

业银行把支持农民春耕备播作

为首要任务，按照早计划、早安

排、早落实的原则，通过资金、服

务、信息三方面，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为当地农民春耕生产播洒

“及时雨”。

该行按照优先保证春耕备

播资金需求的原则，对涉农贷

款做到“四个优先”：一是实行

对春耕所需化肥、农药、种子、

农机具资金优先供应；二是对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资金优先安

排；三是对科技兴农项目资金

优先满足；四是对农业产业化

贷款优先发放。

截至目前，该行共派出客户

经理300余人次，累计发放春耕

备播农户贷款金额2600多万

元，为全县春耕备播生产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支持。

（张敬中）

修武农村商业银行

多举措“贷”动春耕生产

——襄城县农村信用社支持尚庄村民致富纪实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 孙臣付谷伟岗

昔日省级贫困村 如今盖起百座小洋楼

上门办贷款 群众笑开颜

上蔡县农村信用联社

助力10万农户
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曹国宏

淅川：回家过年的人们 武陟

过半财力投民生

民权

让“民生热线”热起来

许昌县艾庄乡

2 月 17 日，武陟县举

行了第十届企业用工及人

才招聘交流大会。本次招

聘会共有155家用工企业

参加，提供5987个用工岗

位，涉及工种106个，并专

门为残疾人开设了就业咨

询台。

本报记者马如钢 通

讯员 秦林林 摄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郭宗科

西王村农民的
幸福生活

本报讯（记者侯博 通讯员

王鹏李通）“在电视上看到开通

的‘民生热线’以后，俺抱着试试

看的心理就拨通了县委书记的

公开电话，没想到被拖欠3个月

的工资当天就拿到了手，谢谢

‘民生热线’。”民权县孙六镇农

民李家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6月初，该县筛选出60

余个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职

能部门，开展了大规模的服务承

诺活动，明确各自的“民生热

线”，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广

泛倾听群众心声，接受社会监

督。该县将县委书记信箱、县长

信箱、县长热线电话、民意快线

办公室电话统一整合，成立了

“民生热线”办公室，集中受理群

众诉求。纪检监察部门从转办、

交办、批示、再处理、回访、反馈

等各个环节，对“民生热线”的运

行作了硬性规定。据不完全统

计，自去年6月份以来，共受理各

类民生事项2346件，办结2228

件。解决群众求助1117件，为

群众解答疑难问题288件，采纳

群众合理化建议254条，化解矛

盾纠纷31起，处理举报投诉398

件，帮助农民工催要工资256万

元。

如今，“民生热线”成了转变

机关作风、提高行政效率的“示

范线”。不仅如此，该县还积极

尝试拓展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

职能，逐步将单一的行政审批服

务向全方位的社会公共服务延

伸，让基层群众随时随地都能享

受到全天候的高效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