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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中国布鞋之都”的美丽蝶变

伊川农商银行

喜获“全国农村金融
十佳普惠金融机构”

宜阳县

公益电影助力“精神扶贫”

脱下“灰衣”披上“绿衣”
新安中联万基水泥公司大力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六十年，历经沧桑；六十年，一个产业

崛起，蓬勃兴旺！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6月16日，在

由省皮革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布

鞋之都·偃师2018秋季产销对接会开幕

式上，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李玉忠为偃师

市颁发了“中国布鞋之都·偃师”牌匾。

实力 一组组真实的数据

截至2017年底，偃师市建成鞋业产

业园区4个，现有制鞋企业670多家，相

关配套企业45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60家。

产业链条上的加工户、加工点约

2500个；2个鞋业市场，各类鞋材、鞋料、

成品鞋销售门市290余个；鞋样设计研发

单位35家；鞋业货运部40余家；全行业

从业人员约10万人。

拥有高端冷粘生产线16条，聚氨酯

制鞋流水线400多条，注、预塑机1800余

台，吹气发泡制鞋机300余台，鞋面横机

（飞织帮面机）4000余台。

年产各类布鞋5.2亿双，年产值90多

亿元，年产量和市场占有率均超过全国布

鞋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一。

有鞋类淘宝店2000多个，阿里店铺

100多个，鞋类天猫店50多个，线上销售

1.8亿双，销售额超28亿元。

出口布鞋超过8000万双，约占年产

量的16％，远销东南亚、西亚、非洲、南美

洲等国家和地区。

风行全国的老北京布鞋有近50％是

偃师市当地制鞋企业生产，产品销售覆盖

全国各个省市地区，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

全国第一。

发展 半个多世纪的印记

在老百姓心中，布鞋始终代表的是温

暖、朴实、舒适与温馨，是皮鞋、运动鞋、橡

胶鞋等鞋子所不能比拟的。随着时代的

变迁，布鞋变得越来越时尚，转身成了“中

国鞋”的代表，回归到每个国人的日常生

活当中。

布鞋在我国有着3000多年的悠久历

史。穿越千年的回归，也刻下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时代印记。

20世纪50年代，偃师市制鞋行业开

始起步。

1956年，偃师县皮革制鞋社成立，生

产手工皮鞋和布鞋。1962年成立偃师县

鞋帽生产合作社，年生产布鞋1.7万双，皮

鞋1000双。1979年6月，在鞋帽生产合

作社的基础上成立偃师县制鞋厂。1990

年，偃师县制鞋厂荣获“省一级先进企

业”、“全国轻工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称

号。1993年，偃师第一家合资（台湾）鞋

企——洛阳英特鞋业有限公司投产生产

冷粘运动鞋。1994年，洛阳市偃师胶鞋

厂年产值超亿元，生产的“牡丹”牌布面胶

鞋荣获省优质产品，企业员工达2000多

人。

随着改革开放，偃师市乡镇企业快速

发展。1990年初，该市制鞋企业和作坊

发展到近400家。1993至1994年，该市

制鞋企业总数超1000家，产值突破10亿

元。2002至2003年，以聚氨酯制鞋流水

线为代表的先进设备的大批引进，使偃师

市鞋业产品档次有很大提高，利润空间有

所扩展，企业原始积累速度加快，吸引了

一些全国知名布鞋品牌到偃师市贴牌生

产，产业开始步入良性成长阶段。

支柱 传统产业特色鲜明

历经60年的发展，制鞋产业已成为

偃师市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

产品种类齐全。偃师市生产几乎所

有种类的布鞋产品，生产工艺方面有注

塑、冷粘、模压、吹气发泡、橡胶发泡、橡胶

硫化、外缝等，款式上面有传统、时尚、休

闲、运动、工装等各类，季节分类有单鞋、

棉鞋、棉靴、网面鞋、沙滩鞋、凉拖鞋等各

类。

产业链条完整。偃师市制鞋业已经

具备从研发设计、鞋机生产、模具制作、原

辅材料供应到鞋成品生产、包装、营销、电

商、物流各个环节完整的产业链条。整个

产业各个环节联系紧密、分工细致、效率

较高。

产业辐射面广。偃师市制鞋业属于

劳动密集型产业，众多的从业人员从鞋业

发展中得到了直接的实实在在的收益，特

别是鞋帮外加工，除发展到偃师市府店

镇、缑氏镇、大口镇、邙岭镇外，还辐射到

周边的孟津、伊川、宜阳、嵩县、新安、新郑

等县市，以及更远的三门峡、禹州、济源、

周口、平顶山、驻马店、南阳及湖北襄阳等

市。

品牌效益突出。偃师市制鞋行业内

拥有注册商标700余个，其中有春暖坊、

龙姣、鹏辉等河南省著名商标15个；有20

家鞋企的研发中心被认定为“洛阳市企业

研发中心”。2014年 6月，偃师市城关

镇、山化镇被中国发展战略学会授予“中

国布鞋产业名镇”荣誉称号。2017年11

月，偃师市被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授予

“中原布鞋之都”荣誉称号。

提质 转型升级迎来“蝶变”

“转型升级，打造中国布鞋之都。”早

在2012年，偃师市就对制鞋产业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为进一步提升制鞋产业发展速度和

质量，偃师市制定了《关于加快制鞋产业

转型升级的意见（试行）》，成立了制鞋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领导小组，把24个相关

职能部门纳入其中，各司其职，共同推进。

在环保治理方面，去年6月洛阳市大

力治理企业VOCS排放工作以来，偃师

市政府拨出专款用于各类制鞋工艺各种

环境下废气排放量的检测，聘请环保专家

到鞋企调研论证并制订治理方案，目前全

市鞋业企业全部都按照要求配置环保治

理设备，实现了达标排放，制鞋环保工作

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人才培养方面，偃师市制鞋行业协

会与洛阳市总工会先后举办了三届制鞋

工职业技能大赛。针对鞋厂员工安排缝

纫工、排鞋工、鞋样设计等工种劳动技能

提升培训，并为考试合格的学员颁发技术

等级证书。聘请行业优秀讲师对鞋业老

板和中层干部进行企业管理、品牌战略、

营销知识、电子商务等方面培训。

在科技创新方面，偃师市鞋业下足了

绣花功夫。早在2003年，偃师市布鞋引入

聚氨酯浇注工艺，创新推出了聚氨酯鞋底

与布面的结合工艺，领先全国。2015年，

偃师宇龙鞋厂与洛阳新思路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研发出全自动智能聚氨酯制鞋

流水线，自动浇注、喷模、合模、上楦，行业

内技术领先。与此同时，民间发明层出不

穷，诸如节能烘干设备、模压鞋垫机等，还

卖到了山东沂南、浙江瑞安等制鞋基地。

展会带动发展。2016年11月，偃师

市首届中国布鞋之都·偃师2017春季产销

对接会暨鞋业高峰论坛举办成功。2017

年6月和11月又相继举办了“2017秋季产

销对接会”“2018春季产销对接会”，三次

展会先后迎来了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和11个国家地区的4300名客商参

会，现场共签订购货合同成交金额4亿元，

场内外订货金额总数不低于20亿元。展

会还开了国内大型布（纺织面料）鞋成品鞋

暨相关鞋机鞋材展会的先河。

未来，偃师市将继续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鞋业集群向品牌经济的战略转

变，力争到2020年底，着力实现制鞋行业

工业总产值达到或超过110亿元，建成制

鞋产业园区6个以上，利用电子商务销售

份额达到总销售量的35％以上，实现鞋

业企业产业园区30％集聚化率，牢牢占

据国内布鞋市场和布鞋生产技术的领先

位置。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水泥生产行

业，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枯黄的绿

植、蓬头垢面的工人……“灰”是主基调。

然而，当你走进位于310国道旁铁门

段的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公司，则完

全颠覆了人们的印象：花木葱郁、流水清

澈，各种标识牌规范有序，道路还喷涂有

斑马线、分界线，整个厂区像是一个花

园。

深入了解该企业生产情况、生产工

艺和环保改造后，这家“变灰为绿”的水

泥厂不禁让人称赞。

2016年以前，这家企业完全不是现

在这个样子：厂区道路坑洼不平，环保设

施落后，没脱工装的一线工人“对面不相

识”，企业排放超标，职工怨言大，群众投

诉多。当年的９月，全省大气污染防治

领导小组督察暗访发现34起环境违法违

规和大气污染问题，新安中联万基水泥

有限公司因破坏生态环境、粉尘污染严

重问题位列其中，新安县主要领导和公

司负责人还被市里环保约谈。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痛

定思痛，公司确定了向绿色低碳要效益

的发展目标。他们的理念是：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生态与经济中

寻求发展平衡点，让生态经济化、经济生

态化。

2017年，该公司累计投入环保治理

资金3000余万元，先后完成了大气污染

物排放提标改造、废水深度治理、物料储

存堆棚改造、物料密闭输送改造和道路

扬尘治理，完善了公司环保管理体系。

为根治物料储存、输送过程中产生

的扬尘，公司对4个物料堆棚、3条物料

输送皮带进行封装，达到了物料全部密

闭储存和输送的要求；依托道路隔离墩

设置道路喷淋装置，采取间断性喷淋的

方式对道路进行喷淋抑尘，做到了路面

清洁湿润、不起尘。

今年，该企业计划再投入4000万元，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进行超低排放改造。

1×2500吨/天熟料生产线环保超低排放

改造已经全部完成，监测结果全部优于环

保部门规定的排放指标标准；1×4500

吨/天熟料生产线环保超低排放改造正在

加班加点实施，预计本月底前可以完成全

部改造工作，较省环保厅下达的环保超低

排放改造时限提前了两个月。

谈起环保的投入与回报，公司安全

环保部部长王伟算了这样一笔账：2015

年，企业在环保方面投入寥寥，年利润几

十万元；2016年，环保投入不超过100万

元，企业年利润实现3000万元；去年，环

保投入增至3000多万元，实现净利润

8000余万元，上缴利税6530万元，为地

方经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发展低碳经济，创造可持续发展环

境，才是企业真正的生存之道。同时，只

有算清了生态环保的大账，才能算好企

业效益的小账！”新安中联万基水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李金红表示。

◀日前，国网宜阳县供电公司

组织共产党员服务队员和青年志

愿者走上街头，为过往群众和中小

学生送上“安全用电小常识”和大家

喜闻乐见的宣传品。王朝良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周红
晓）7月7日，以“耕耘大地 收获未来”为

主题的第八届（2018）中国农村金融转

型发展论坛暨新一轮农信社改革15周

年纪念活动在北京举办。伊川农商银行

等15家金融单位荣获“全国农村金融十

佳（优秀）普惠金融机构”称号。

本届论坛，由中华合作时报社、中

国金融杂志社、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品牌

研究所发起主办，中国小额信贷联盟、

农商银行发展联盟联合主办。来自全

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信社系统省联

社相关领导、优秀董（理）事长等高管，

与业界实践型专家共300余人出席论

坛，针对农村金融机构转型发展，深入

交流。

伊川农商银行是我省成立的第一家

农商银行，目前已经建成农村金融便利

店210家，辐射面达到全县行政村的

96%以上。2015年底，伊川农商银行捐

资2000万元筹建了洛阳地区首个“普惠

金融主题公园”，总面积达9万余平方

米，成为伊川县公众教育的重要宣传基

地。2016年11月，伊川农商银行与县

政府、农险公司签订“三位一体”扶贫贷

款合作协议，截至2017年末，伊川农商

银行共计发放各项扶贫贷款1125笔，金

额 7.79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 4170 余

人。其中，直接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发放

金融扶贫小额贷款835笔，金额7196.3

万元，帮扶贫困户835户，惠及贫困人口

2940余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靳会
利）“走，看电影去，今儿个放《花枪缘》，

听说还有扶贫政策问答，答对了还送礼

品哩！”7月4日，晚饭刚过，宜阳县白杨

镇章屯村村民李换朝搬着凳子边向乡邻

“吆喝”着，边兴高采烈地直奔村文化广

场……

随着夜幕降临，雪白的电影银幕缓

缓升起，男女老少或坐或蹲或站，簇拥在

银幕前，翘首期盼一场精美的“精神大

餐”。当晚，李换朝不仅观看了自己喜爱

的戏曲段子，还因答对两道扶贫政策题

获得了一袋洗衣粉和一块香皂。

待银幕退去，夜色已深，村民成群结

队陆续往家赶。“国家政策真不赖！每月

总能看两次电影，有戏剧，有抗战片，种

类可多。下回放《焦裕禄》！”李换朝边与

村人搭讪边喜滋滋地说。“可不是，听说

以后还能天天看电影嘞。”村人应和着。

原来，村人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

贫困村章屯村获得爱心帮扶企业赠送的

价值3万余元的公益电影放映设备及千

余件奖品。也就是除了每月两场公益电

影外，他们可以有更多的观影机会了。

“今后村里80岁以上老人寿辰、年

轻人结婚、学生考上大学等喜事，俺村

将以送电影到家门口的形式，传达党和

政府的关怀，使公益电影释放更多精神

文化福利。”驻村第一书记翟卫生告诉

记者。

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作是国家实

施的一项重要文化惠民工程，也是重点

民生实事之一。近年来，该县按照新农

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一村一月一场电

影”的要求，认真落实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制度，精心为全县353个行政村提供

电影放映服务的同时，还想方设法对贫

困村“开小灶”，多种方式增加电影放映

场次，丰富贫困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此

外，还以知识竞答、穿插宣传教育片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十九大精神、

扶贫知识、脱贫故事等，真扶贫，扶真

贫，扶“精神之贫”，使贫困群众真正了

解党的各项惠民政策，愿意亲近党、听

党话、跟党走，树立脱贫致富信心，早日

摆脱贫困。

数据显示，该县2017年为全县353

个行政村放映公益电影4236场次，其中

为贫困村额外增加200余场次，89个贫

困村每周都能看到扶贫电影大餐，年底

前，将另有4000余场电影奉献给宜阳县

乡村群众。

▶日前，嵩县农村保洁设施

发放仪式暨第二季度先进乡镇

和优秀保洁员表彰会议在嵩州

公园广场举行。大会对嵩县第

二季度乡村清洁专项整治工作

先进乡镇和优秀保洁员进行了

表彰，并现场发放了脚踏三轮

车、架子车、垃圾桶等共计800

余万元的保洁物品。 通讯员罗
孝民本报记者黄红立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郑战
波 冯关辉）“真没想到网销效果这么

好，这都归功于参加了村里举办的‘三

新’淘宝电商培训班。”7月5日，孟津县

朝阳镇南石山村二组村民高腾飞高兴

地说，他把家里制作的三彩马往网上一

晒，很快就有海南、福建等地的客户纷

纷订货。

南石山村是驰名中外的唐三彩发现

地，也是洛阳唐三彩仿制品的发源地，有

大小76家三彩企业，目前生产的唐马、

骆驼、胖妞及花瓶、壁画等共计3500多

个品种，产量170多万件，产值1.5亿元，

远销美国、埃及、瑞典等国，被誉为“中国

唐三彩第一村”。

近年来，随着唐三彩生产工艺的

不断创新，产品存量成倍增加，加之受

国家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和至今还一

直沿袭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旧理

念，致使唐三彩产品出现了严重的销

售难问题。

今年初，朝阳镇充分发挥“党建+”模

式的引领作用，将各村党支部新时代“三

新”讲习所作为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为百

姓传授新知识的平台，主要讲授建立淘

宝电商商铺知识。从5月初开始，该镇邀

请洛阳闪迅集团举办每月两期、每期两

天的三彩淘宝电商系列培训，指导群众

建立三彩主运营淘宝店铺，帮助唐三彩

产品走上便利、快捷的现代网销之路。

该村九龙仿古厂经理高亚茹深有感

触地说：“以前由于思想守旧、观念落后，

企业经营一直不温不火，三彩产品平均

每周的销量也就一百来套，收入一万来

元；现在通过参加“三新”电商培训，用一

句时髦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脑洞大

开”。”高亚茹在村里第一个建立了三彩

淘宝店，6月初至今销量就增加到240

套，收入2万多元，提高了50%以上。

据了解，通过村党支部的“三新”淘

宝电商培训班，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南

石山村就开设唐三彩产品淘宝店铺78

家，上网销售产品达300多种2万多件，

平均日交易额2万多元。

炎炎夏日，在豫西伏牛山腹地的嵩

县南部，数名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安

全帽的供电员工正齐心协力扛着12米

长的电杆，小心翼翼地穿过乱石遍地的

河滩，走向隐没在绿色荆棘中的崎岖小

道。这样负重前行的路，他们要走两千

米……

这是嵩县供电公司克服山区农村电

网建设难度大、施工条件恶劣、危险点多、

范围广等多重困难，实施配网改造升级工

程的一个缩影。

嵩县是我省四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也

是地域面积最广的县之一。因地理环境

等多重因素影响，县内贫困村、贫困人口

较多，村民居住分散，经济发展落后。嵩

县供电公司积极推进农配网工程建设，进

一步提升山区深度贫困村居民的用电质

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嵩县供电公司2018年配网工程总投

资7378.6万元，共有工程项目63个，含单

项工程202个，共新建及改造10千伏线

路150.9千米、0.4千伏线路303.4千米、配

电台区136个，配电容量2.11万千伏安。

工程主要涉及51个深度贫困村、11个贫

困村和一个迎峰度夏项目。

由于今年嵩县农配网工程点多、面广、

量大，时间紧，任务重，嵩县供电公司调配

了500余名施工人员参与施工建设。受山

区地势影响，这些单项工程有一多半在高

山深壑之中实施，施工环境异常恶劣。当

施工车辆无法到达山上的施工地点时，所

有材料和工器具都由施工人员用肩扛手抬

的方法，一步步运送到作业现场……

东源头村位于嵩县西北部，距离县城

15千米，村民原来依靠农业种植和外出打

工谋生，是典型的贫困村。2017年，嵩县

供电公司投资90.34万元，新建及改造该

村配电台区5个，新建10千伏线路0.21千

米、400伏线路8.01千米。该村实现由

“用上电”到“用好电”转变的同时，也有效

满足了扶贫产业项目进驻和村民自主创

业的用电需求。

实施农网改造升级以来，该村引进

了腾祥鞋业加工厂和诚信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两个企业，解决了贫困人口就业100

多人。从事布鞋生产加工的史双锁高兴

地说：“以前用电饭锅煮饭要耗老半天，

现在俺们厂里的机器全开也没事儿，电

足着呢。多亏了农网改造升级，我才能

放心大胆地买机器，办厂子，实现就地创

业的梦想！”

本报讯（通讯员吴寿伟 记者黄红
立）7月5日，栾川县叫河镇隆重举行了

“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集中授牌活

动。该镇作为我省首个获得“信用镇”称

号的乡镇，获授信2亿元。

“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创建是推

动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

要求，是推进诚信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抓手。2017年以来，叫河镇积极

推动信用户、信用村、信用镇创建工作，

向群众宣传信用政策，采集信用户4594

户，采集率达85.63%，录入率100%，信

用户数量占农户总数的82.44%，同时对

15个村683笔702.87万元的不良贷款

进行清收，使全镇不良贷款率降至5%以

下，全面达标。

此次授牌活动中，除叫河镇获得“信

用镇”称号，获授信2亿元外，天河大峡

谷景区荣获“普惠金融示范景区”称号，

获授信1亿元；黎明村、牛栾村等12个

村先后荣获“信用村”称号，全镇共计

4423户荣获“信用户”称号。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黄伟伟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郭建立许金安

孟津县南石山村

“三新”讲习指新路
三彩产品网上销

国网嵩县供电公司
银线进深山
铺就致富路

□本报记者黄红立通讯员石亚博

栾川县叫河镇

成功创建我省首个“信用镇”

嵩县
发放保洁设施
助力“美丽乡村”

宜阳
街头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