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下月实施

农村版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决
定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
《通知》明确，建立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
剂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基础上，建立养老保险中
央调剂基金，对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适
度调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
是中央调剂基金由各省份养老保险基金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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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农信联社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71 亿元贷款服务
“三夏”
生产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马春耀
路兴远）6 月 11 日，记者从河南省农信联
社获悉，入夏以来，全省农信社（农商银
行）紧跟农时，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全力支
持我省“三夏”生产。截至 5 月末，全省农
信社（农商银行）共发放“三夏”生产专项
贷款 71 亿元。
作为“金融豫军”的主要力量，全省各

级农信社（农商银行）充分发挥人缘地缘
优势，组织一线信贷人员对辖内乡镇“三
夏”生产深入调研，积极与粮食局等单位
对接，对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档立
卡，实行“三夏”贷款“优先受理、优先审
批、优先发放”的信贷倾斜政策。
不误农时、不误农事。全省各级农信

社（农商银行）对农户所需化肥、农药、农
机具等生产资料资金优先供应，对从事夏
粮收购、加工、运输、销售的农户和企业所
需资金优先安排，对从事夏季农产品生
产、养殖产业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加
大支持力度，全方位满足“三夏”生产资
金需求。同时，农信社（农商行）各个网
点严格执行贷款限时办结制，做到“三

鹤壁制定协调保障机制

明确职责确保事事有人管

夏”生产贷款在授信额度内即到即批，利
用流动银行车、惠民取款服务点实行“柜
台延伸”，开展上门送贷、现场放贷、一站
式服务，优化信贷服务。统计显示，截至
5 月末，全省农信社（农商银行）贷款余额
7239 亿元，较年初增加 481 亿元，其中涉
农 贷 款 余 额 6412 亿 元 ，占 贷 款 总 额 的
88.58%。

本报讯 （记者郭戈 通讯员王风
娇 李旭阳）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
讲政治的高度，抓好中央环境保护督
察‘回头看’交办问题的整改工作，举
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夯实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政治责任。”6
月 11 日，鹤壁市委书记范修芳表示，
要把整改工作作为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举措，作为落实省委省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形成绿色发
展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
抓好工作落实。
据悉，鹤壁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
为组长的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领导
小组，制订协调保障工作方案，安排专

我省绿色食品
“双新
双创”
评选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董豪杰）提质增效，
“绿
色”当先。6 月 11 日，记者从省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获悉，2018 年河南省绿色食品
“双新双创”评选活动启动，将评选出先进
单位 20 个、先进个人 30 名。
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评选活动的参评对象为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间，在我省
区域内从事绿色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单
位和个人。
为精准推荐参评对象，本次评选活动
采取机构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
参与的绿色食品企业与个人须填写
《2018 年河南省绿色食品“双新双创”评
选活动申报表》，盖章后报送至所在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
“三品一标”工作机构。
个人自荐要确保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有效性，盖单位公章，于 7 月 15 日前直接
报送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今夏我省用电
将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何难）6 月 13 日，国网
河南省电力公司 2018 年夏季供用电形势
通报会在郑州召开，会议通报：今年我省
度夏期间供电形势为整体基本无备用，局
部大负荷高峰时段存在供电缺口。预计
度夏期间省网最大用电负荷 6350 万千
瓦，最大供电能力 6400 万千瓦，创历史新
高。
受农村电网大规模改造后、农民用电
需求充分释放等因素影响，度夏期间，郑
州北部、驻马店东部、信阳东部地区均存
在供电缺口，许昌、开封地区备用不足。

6 月 5 日，记者慕名来到濮阳县庆祖
镇后郑寨村，一幅风光秀美、环境整洁的
乡村田园风景图呈现在眼前：宽阔整洁的
村街道路两旁，一栋栋别墅式的两层小楼
错落有致，休闲广场、人工湖，湖心亭，文
体设施一应俱全，路洁、湖清、水美、岸绿
的诗意村庄如同世外桃源。
后郑寨村位于濮阳县城以南 17 公里
处，交通条件便利，农业资源丰富。全村
有 340 人、580 亩耕地，是省级生态村、省
级卫生村、全市“五好”村级党组织、市级
美丽乡村建设重点村。
如何把美丽乡村建设好，让其成为乡
村振兴的一个支点？后郑寨村结合自身
特色产业和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开展美丽
乡村建设，打造宜居生态家园，提升群众
幸福指数，描绘出了一幅“村强民富、景美
人和”的乡村画卷。

人 24 小时值守，坚持第一时间接收转
办、第一时间信息公开、第一时间办结
上报，始终以群众满意为标准，不应
付、不隐瞒，依法依规，实事求是。
6 月 1 日，有群众向中央环保督察
组举报：鹤壁市淇滨区柏尖山石料厂
粉尘和噪声污染严重。执法人员现场
核实后认定粉尘污染属实，并下达整
改通知书。随后，该企业开展落料口
喷淋设施维修，修复料仓破损部分，并
对生产设备输送廊道进行封闭整改。
“回头看”加压力，
“ 向前走”才有
动力。截至 6 月 11 日，中央第一环保
督察组共交办鹤壁市信访举报案件
18 件，已办结 12 件，办结率 66.7%。

邓州

启动实施南水北调生态补水
本报讯 （通讯员盛志国 刘浩博
记者曹相飞）6 月 13 日 9 时许，随着开
闸指令的下达，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湍
河渡槽退水闸徐徐开启，一股清流喷
涌而出，直奔湍河，开启了邓州市南水
北调生态补水的新篇章。
为解决湍河水量减少给沿岸人民群

6 月 10 日，
在渑池县果丰蓝莓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蓝莓大棚里，
一位游客在采摘蓝莓。该合作社 2017 年从山东引进种植了 9 座大棚
蓝莓，
今年开花结果。自5月中旬进入采摘期，
蓝莓每公斤200元，
仍阻挡不了想要尝鲜的游客。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陈红群 摄

俺做的帽子卖到了
“世界杯”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巫鹏）6
月 11 日，骄阳似火，宝丰县大营镇大沈河
村的产业扶贫基地内更是一派热火朝天
的忙碌景象：车间内女工正在有条不紊地
工作，院内工人们正在将刚生产的帽子装
车。
“ 这是最后一批，马上就要发往俄罗
斯，在世界杯举办期间销售给世界各地的
球迷。
”
产业扶贫基地负责人吴殿伟说。
“没想到俺做的帽子还能卖到世界
杯。”正在从事缝纫工作的贫困户刘向柯

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
提升该市
水生态环境质量，根据邓州市委、市政
府关于研究启动南水北调生态补水机
制的要求，邓州市中线办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强化协调，连续两次上报用水
调度函，
促使省南水北调办商请中线建
管局批准，
对该市启动实施生态补水。

“送欢乐下基层”
活动走进新县

蓝莓飘香 等你品尝

兴奋地说。刘向柯所在的产业扶贫基地
是青岛馨宏瑞帽业有限公司大沈河分公
司，公司负责人吴殿伟是土生土长的大
沈河村人。1991 年，吴殿伟到青岛海军
某部服役，退伍后留在青岛打拼。2003
年，经在韩国开公司的朋友介绍，吴殿伟
开始从事帽子生产，产品主要销往韩国、
墨西哥等国家，供不应求。
去年 9 月，在政府支持下，青岛馨宏
瑞帽业有限公司大沈河分公司正式投

产。公司现用工 60 多人，大多数为贫困
户。同年，吴殿伟抓住俄罗斯将举办世
界 杯 足 球赛的商机，设计出 30 多个样
品，通过广州一家贸易公司发往俄罗斯
世界杯组委会并获得批准。今年，仅大沈
河分公司就生产了 5 万顶帽子发往俄罗
斯。
吴殿伟说，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计划
在附近乡镇设立加工点，让更多的乡亲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濮阳县后郑寨村 诗意栖居地 美丽新家园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赵少辉 刘振坤

的资金构成，按照各省份职工平均工资的
90%和在职应参保人数作为计算上解额的基
数，上解比例从 3%起步，逐步提高。二是中
央调剂基金实行以收定支，当年筹集的资金
按照人均定额拨付的办法全部拨付地方。三
是中央调剂基金纳入中央级社会保障基金财
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不
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四是现行中央财政补
助政策和补助方式不变，省级政府要切实承
担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弥补养老
保险基金缺口的主体责任。

展夯实乡村的“根”。后郑寨村按照“一村
一业（品）”发展农村经济的总体思路，积
极引导群众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全村群众
共筹资 33 万元，引进优质 8518 矮化薄皮
核桃苗木 27500 株，发展种植面积 500
亩，目前每亩平均产量为 500 斤以上，亩
效益可达 1 万元。该村还是传统制香专
业村，有制作传统香的技术优势，并不断
改良传统香制作工艺，开发新品种，目前，
从事传统香制作专业户达 30 户，全村依
托该产业年增加收入可达 180 万元。在
此基础上，该村积极争取村级集体经济项
目，投资 190 多万元建成一个大型全自动
制香厂，一个制香体验馆，年效益达 35 万
元。

完善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活条件、浓郁
的田园风情、良好的人居环境。在美丽乡
村建设中，后郑寨村完成了新村规划建设
和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新建别墅式住宅楼
40 幢，建成了占地 1500 平方米的高标准
党群便民服务中心，村内街道全部硬化，
街道两侧全部绿化，并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村内还建设年轮广场 7800 平方米。
同时，该村利用废弃的芦苇坑塘，在保留
原生态的基础上建设打造了福水湿地公
园，开挖湖面 8200 平方米，开挖整治河塘
530 亩，建设如意湖 1 个、湖心亭 1 处、石
拱桥 2 座，吊桥 1 座，栽植各种绿化树 5 万
株，让群众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为改善
人居环境，提高生活品质，该村还建立长
期卫生保洁机制，购买了卫生保洁车辆，
环境立村——凸显乡村的“韵”，
安装了垃圾箱，并聘请 3 名保洁员维持村
让村容提档升级
内卫生，村容村貌得到了整体改观，生态
乡村振兴不应只有产业支撑，还要有 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文明兴村——留住乡村的“魂”，
让生活更有格调
为传承乡土文化，弘扬文明新风，后
郑寨村在狠抓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环境卫生整治的同时，狠抓乡风文明建
设，积极培育农村文明风尚。该村积极发
挥村民服务中心、文体休闲广场等在乡风
文明建设中的平台作用，通过开展先进典
型评选、组织文体娱乐活动，加强农村道
德建设，深入挖掘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
神的新乡贤文化，推动移风易俗深入开
展，倡导社会文明新风尚。通过一系列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的文明程度，让
这里群众的生活变得更有格调。正如一
位村民所说：
“我们村就是一个现实版的
世外桃源，能生活在这里，比城里人还幸
福”。

产业强村——夯实乡村的“根”，
让发展更有活力

本报讯 （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刘宏
冰 李子耀）6 月 11 日至 13 日，由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和河南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情系新县·致
敬英雄”——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
“送欢乐下基层”慰问演出、文艺培训等
活动在新县举行。
由多位中国著名艺术家组成的中国
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来到奋战在脱贫
攻坚一线的大别山老区群众中间，在炎
炎夏日中为他们送来一场滋润心田的精

彩文艺演出和贴心的文艺服务。
中国文联文艺志愿者服务团除了送
来一场精彩纷呈的大型综合文艺演出
外，他们还组成多个演出小分队，把文艺
节目送到田间地头。他们还分为书法、
音乐、舞蹈三个文艺服务组，分别来到大
别山露营公园和新县宏桥小学，开展针
对性的指导培训服务。
演出服务之余，艺术家们还向鄂豫
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敬献了花篮，缅怀
和回顾了老区革命先烈事迹。

内乡

构筑治理小单元
做足扶贫大文章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崔鹏） 坚联户组，以党员干部、社会能人、致富
“原先破罐子破摔，好打个小牌，自从成 能手为组长，结成荣誉共同体，通过联
立联户组，俺组长王建林没事都来讲政 学、联帮、联保、联争、联创，
确保农村和谐
策，唠家常，鼓起俺的脱贫信心，俺现在 稳定，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从而，建立
一下子养了 8 只羊呢，黑旗变红旗，成了 起“农户—联户组—村民小组—村党支
光荣户！”近日，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最 部”四级工作网络，有效缩小村级治理半
美脱贫攻坚户”王书敏激动地说。
径，并通过建立选拔、培训、奖惩等一整
“我们几个联户组长齐心协力，一下 套的工作机制，确保四级网络有效运行，
子就解决了组里 7 年都没解决的难题！” 充分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该县七里坪乡后坪村联户组长谭彦朝自
联户组虽小，作用却不小。由于住
豪地说。
得近、关系亲，联户组说事方便地很，经
这是内乡县自去年 12 月份创新开 常召开座谈会、茶话会，在政治上学习扶
展“三带五联奔小康”活动的缩影。如 贫政策，宣传帮扶措施，消除澄清贫困户
今，在内乡，像这样的联户组实现了全覆 和非贫困户之间的隔阂、误解，构筑了
盖，全县 16 个乡镇 288 个行政村共成立 “人人参与扶贫”的大格局；在经济上共
联 户 组 25493 个 ，覆 盖 128661 户 同商议发展思路，交流致富经验，一些致
514035 人，其中重点联户组 7868 个，覆 富带头人或传经送宝教授技术，或聘请
盖 38539 户 135407 人。
联户组成员到种植基地或企业务工增加
所谓“三带”即由党员干部、致富能 收入；在生活上互帮互助，一家有困难，
手、社会能人带领带动本村非贫困户、脱 多家出主意，互相帮衬支持，共渡难关；
贫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共同富裕。
“五联” 在思想上通过交流谈心，互相鼓励安慰，
即联学、联帮、联保、联争、联创。具体来 疏导思想顾虑和不良情绪，积极化解矛
说，就是按照居住地相近、血缘相亲、层 盾纠纷等。
次互补的要求，五户为一组，组成脱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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