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0日，在新蔡县顿岗乡马庄

村荷塘里，荷花盛开，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观赏拍照。该乡大力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将农村废弃坑塘改造为荷塘，

发展以赏荷、采莲为主的乡村游，美了

乡村富了民。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宋超喜摄

新蔡
荷香 人美 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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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 民营企业为脱贫增定力
安阳县“1+1+3”提升扶贫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邓红刚牛学亮记者

秦名芳）今年以来，安阳县积极探索、多措

并举，着力提升扶贫帮扶质量，创新提出

了“1+1+3”工作思路。即：利用一个公

共实训基地建设、一项保姆式服务，实现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援助和企业

职工技能提升三个全覆盖，着力提升精

准扶贫成效。

该县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终端服

务推到村。目前，已经建成一个500平方

米公共实训基地，整合全县培训机构，打

造组团式培训架构，充分满足企业和农村

实用人才培训需求，强力推进人才强县战

略。

该县通过一项保姆式服务，取消和简

化办事手续，实行一站式办公，所有窗口

单位“向前迈一步”，让服务向基层延伸，

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在全县实

施“公共就业服务综合试点”工程，在9个

试点村安置村级劳动保障协管员，配备档

案柜、电脑、职业介绍自动查询终端、社保

查询终端，打造就业、培训、维权三位一体

的村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该县以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援

助和企业职工技能提升三个全覆盖为抓

手，采取灵活、便民、实用的培训方式，加

大劳动力培训力度，全力配合企业升级，

主动服务企业生产。同时，该县打造了7

个市、县级孵化园，为全县返乡创业农民

工、大学生和贫困家庭劳动力提供创业平

台，实现就近创业和就业。今年，力争实

现城镇新增就业3720人，开展技能培训

3300人。

“为加大行业扶贫力度，安阳县整合

资源，今年初成立了公共就业服务中心，

提出‘百场培训进百村’‘扶贫政策惠万

家’等，让技能培训覆盖全县贫困劳动力，

只要群众有需求，技能培训就能跟得上，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安阳

县委副书记邢振东说。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左瑛君
艾晓溪)“以前都是打零工，现在俺是技术

工人，工资有保障，还有‘五险一金’。”7

月10日，记者见到长葛市石固镇北寨东

街贫困户李中福时，他正在车间里为铝模

板零件做抛光打磨，手法娴熟。

今年初，48岁的李中福通过参加市

里举办的电焊培训班获得了资格证书，该

市大森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主动为其安排

工作，提供午餐，缴纳“五险一金”，月收入

近4000元。

民营企业是长葛市的活力点，该市各

类企业达9000多家，民营企业占企业总

量的95%，4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工业百强县

（市）。

去年以来，该市积极凝聚民企力量，

为脱贫攻坚增定力、强活力。该市341个

基础好、业态优、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与

341个村结成帮扶对子，投入帮扶资金

2.1亿元，为435户贫困户改善户容户貌，

为97个村改善基础设施，建起扶贫工厂

52个，新上扶贫项目10个，使有劳动能

力和就业愿望的2068名贫困人口实现就

业，就业率达98%。

为确保“帮村脱贫”与“促村振兴”的

有效衔接，该市采取了脱贫车间驻村、“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企业+贫困村+

贫困户”模式，促进贫困户、贫困村与产业

发展深度融合，分享产业收益。森源集团

为后河镇榆林村投资800万元，帮助实施

脱贫项目，并设立1亿元的扶贫基金，打

造陉山风景区，开发以“农家乐”“采摘园”

等为主的旅游业，带动周边8个村近百人

脱贫，辐射带动2000多人创业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发挥民营企业

的特色优势，坚持志智双扶，通过打造特

色产业、吸纳就业、结对帮扶等形式,让贫

困户稳定脱贫，让乡村早日振兴。”长葛市

委书记尹俊营表示。

“现在村里的环境美了，提振了大家

的精气神，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劲头也

更足了。”7月9日，提起村里人居环境的

变化，宝丰县观音堂林业工作站垛上村

党支部书记崔建欣高兴地说。

垛上村人居环境和村民精神的变化

是该县大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

施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助力脱贫攻坚，

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宝丰县不断加大资金投

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乡村基础设施，改

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贫困群众脱贫

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宝丰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负责人说。

城乡环卫一体化让群众更舒心

垛上村是观音堂林站17个贫困村

之一，该村354户中有贫困户53户。

“以前到处是垃圾，臭气熏天，村民

都憋在家里不出门，想来投资的老板们

看到这样的环境扭头就走。”崔建欣提起

村里以前的卫生状况十分无奈。

去年以来，随着该县城乡环卫一体

化项目的实施，垛上村堆积多年的垃圾

得到彻底清理。村里配备了保洁员、电

动保洁车，每天进行保洁；各家各户配

了垃圾桶，群众的卫生意识也进一步增

强。村容卫生整洁，村民十分满意。

▶下转第二版

近日，从漯河市政府办公室传出好消

息：中国银行漯河分行（以下简称漯河中

行）被市政府授予2017年度金融支持地

方经济发展突出贡献一等奖，获得市政府

财政存款资格，纳入财政性工资或其他财

政性资金支持范围。

作为市政府表彰地方金融机构的唯

一“一等奖”，沉甸甸的奖项背后，是漯河

中行自上而下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存贷业

务逐年攀升，精准服务地方所做的不懈努

力。

党建引领“三走”解决问题

“随着党建工作的深入与常态化，基

层商业银行也越来越重视党建工作，并与

业务指标同考核、同部署、同落实。”漯河

中行党委书记、行长杨东阳上任之初，就

走进基层党支部、各县区企业，倾听员工、

职工的心声，“但在基层调研中‘投入精力

大，效果不如意’的‘回音’，说明党建与业

务‘两张皮’现象仍然存在。”

经过几个月深入细致的走访，杨东阳

确定了“三走”解决问题的主脉络：带着问

题走基层，不只是听汇报，看数字，催指

标，而是要“带着问题去，解决问题回”；带

着温暖走访，时刻把员工的衣食住行、酸

甜苦辣装在心里；带着良方走整顿，对软

弱涣散党组织梳理整顿，坚持做到立行立

改，培植党员干部改革意识、服务意识，强

化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广大党员和

员工，提振状态，干出业绩。

正是在全行推出的“三走”，走出了专

利质押贷款的金融创新举措，让地方知名

企业“三剑客”走出了转机。

今年初，漯河中行企贷部在基层走访

中了解到，位于源汇区沙澧产业集聚区内

的河南三剑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乳产

品研发过程中已获得180多项专利，新品

研发尚需贷款支持时，经过充分论证，以

该公司8项专利权质押，为其贷款1800

万元。

“这让我们颇感意外！贷款为公司研

发投入、购置实验仪器、聘请科研人员以

及与科研机构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

保障。”该公司总经理张向阳称专利权质

押贷款为“及时雨”，让年产值3亿多元、

漯河最大的乳制品公司汲取甘霖，走出省

内外，走向了国际市场。

去年至今，漯河中行为13家企业投

放“专利贷”产品贷款1.04亿元，不仅帮助

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又为企业获得专项

补贴，降低了融资成本。目前，漯河中行

专利权质押融资业务已走在了全省前

列。漯河市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为首

批国家知识产权融资试点城市，这是该市

获得的知识产权领域第一张国家级名片。

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全覆盖

在开展各项金融业务过程中，漯河中

行着手搭建党建激励平台，建树典型标

杆，激励释放“誉”的力量，让广大党员干

部充分体验获得感、荣誉感、幸福感、自豪

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党建

激情和活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行出台了

《榜样力量·主题活动实施方案》，整合工

会、党务、业务条线、中后台等各项荣誉称

号，开展“榜样力量”七一大型表彰活动，

精准树立先进典型，让“业绩突出、事迹感

人、群众信服、叫得响亮、影响力大”的先

进集体和个人有展现自己的平台。

在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效应的

同时，全行上下开展“讲述榜样故事”系列

活动，以身边典型教育身边人，利用诸多

媒体对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大力宣传，构

建党建宣传新格局。

如今，党建已成为推动漯河中行业务

快速发展助力地方经济的强大引擎。统

计显示，2017年末，漯河中行人民币存款

余额118亿元，新增10.3亿元，新增市场

份额居四大行第1位；各项授信资产余额

89.1亿元，较年初上升11.4亿元；表内贷

款余额74.8亿元，较上年增加17.4亿元，

增幅为30.3%。今年5月末，人民币存款

余额122亿元，余额居四大行第1位；人

民币贷款余额72.3亿元，较年初新增5.2

亿元，其中：个人贷款52.8亿元，居各家金

融机构第1位。

“我们100%的网点成立了独立党支

部，100%的网点负责人是党支部书记，在

基层网点发展党员占比达100%，100%

的网点消灭党员空白点，全辖党员在履职

尽责、服务发展中展现先锋形象，彰显榜

样力量，这是我们此次获得殊荣的根源所

在。”杨东阳说，“漯河中行党委与市城投、

市发投等两家单位签订党建共建协议，全

行各党支部开展党建共建 100%全覆

盖。通过党建共建这一创新举措，密切了

银企、银政关系，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发展、

扶贫攻坚充分结合，形成合力，促进经营

管理全面健康发展，为服务全市‘四三二

一’工作布局夯实基础。”

据新华社福州7月11日电 为引导农业

加快向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农业农村部决定于7月到11月组织开展质量

兴农万里行活动，并于7月10日在福建省福

州市举行了启动仪式。

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将重点聚焦监管成

效、绿色发展、品牌创建和公众关切四个方

面，系列活动包括优秀科普作品展播、绿色食

品宣传月、“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这十年”征

文活动、质量兴农高峰论坛和农产品质量安

全国际交流与合作等。

农业农村部要求，全国农业系统各行业

各领域，生产、经营、消费、监管等各环节各主

体，都要积极参与进来，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

推动作用、生产经营企业的主体作用、农业专

家的技术支撑作用和社会各界的参与作用，

共同努力推动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扎实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6月24日下午3点，秦春艳从黄楝

树村村口坐上了发往济源市的公交车，

天黑之前她就能到学校，晚上还要上自

习课。

济源市邵原镇黄楝树村差不多是距

离济源最远的行政村了，60多公里的路

程，公交车要走两个小时；即便村民们要

去一趟邵原镇，来回就超过30公里了。

黄楝树村党支部书记翟战红说：确

实，这里很偏僻。

黄楝树村地盘很大，16个村民组

319户1350口人，生活在26平方公里

的土地上。

“一般人都可能会想，像我们这么偏

僻的地方，早就应该是‘空心村’了；其实

不然，我们这里热闹得很，尤其是节假

日，来游山玩水的人多了。这么说吧，全

村基本上户户有人，差不多有1000口乡

亲都生活在村子里。”常小耐是黄楝树村

的党支部委员，同时也是村会计，对村里

的情况很熟悉。

这么偏僻的黄楝树村，为什么会有

这么高的人气指数呢？

邵原镇党委副书记王海玉说：原因

有两个，一是新兴的旅游产业引来了人，

二是传统的产业留住了人。

太行山的东阳河谷里，有一条蜿蜒

北行的路，到黄楝树村分岔了：往东北的

山里是小沟背景区，往西北的山里有一

处水上娱乐项目，翻过山后有８万亩原

始森林，那是驴友们的天堂，再向北就是

山西的析城山景区了。

“这些旅游项目有的已经开发了10

多年了，每年夏天来这里旅游消暑的人

日渐增多。有了人流，就有了人气，也就

有了增收的机会和可能，慢慢地，服务业

就成了气候。”翟战红说。

公路两边，是黄楝树村统一规划的

上下两层、古色古香、可吃可住的农家

院。常小耐说：这些农家院是陆陆续续

盖起来的，现在开门营业的一共是28

家，每家都有十几间客房，当然也有餐

厅。

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黄楝树村的

农家院平常是不请大厨的，都是自家人

给客人做家常便饭，只有到了“五一”“十

一”这样的假期旺季，实在忙不过来了，

才每天花200块钱请大厨。

小沟背景区三分之二的面积是黄楝

树村的，进山口的30家商铺基本都是黄

楝树村的村民在经营，还有一些卖山货

的临时摊位。到了旅游旺季，不少店铺

还要请亲戚们来帮忙。

铜锣自然村42岁的李备战前几年

就下山了。除了经营农家院，他还开了

一个粮油点，去年又投资9.5万元买了一

辆有18个座位的五菱牌观光车。

常小耐粗略统计了一下，全村围绕

旅游就业的大概有300人。

山坡地退耕还林后，黄楝树村还剩

下800亩耕地，部分耕地已经种上了桃

子、大樱桃等水果。

黄楝树人还有一块财富，那就是

人均25亩的山地，也就是这大块的山

地，给山民们提供了守住传统产业的

空间。

55岁的杨建胜是个羊倌，他放的一

群山羊现在有210只。

“行情好的时候，一只羊能卖1000

多元，今年不行，卖500元应该没问题！”

杨建胜说，“论说是值十万二十万元吧，

但都卖了放啥？一群羊一年下六七十只

羊羔，一年卖的大致就是这个增加的

数！”

黄楝树村有30户养羊的，10户养

猪的，5户养牛的，两户养鸡的，1户养高

山冷水娃娃鱼的，总之，村里没有闲人。

李备战说，他这个年龄段的人原来

有几个倒插门离开黄楝树村的，这几年

有几个又把媳妇领回来了；也有在济源

市买了房的，但很多人每年都要回老家

做一阵子生意。

王海玉说：最早黄楝树村也是个贫

困村，2013年就脱贫了，现在全村没一

户贫困户。

偏僻的黄楝树村处处是青山绿水，

之所以人气指数高，是因为有新兴产业

和传统产业的支撑。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李瑞
玲 王鹏）7月10日，记者从漯河市财政

局获悉，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

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该市足额下

发今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共2.8亿

元，所有资金已发放到位，确保了国家惠

农政策落到实处。

据悉，漯河市财政局提前做好农户

姓名、补贴面积等信息核对工作，保证基

础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并利用各种媒

介积极宣传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深

入群众做好政策解释，使群众了解农业

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意义、补贴标准等内

容，为补贴政策落实奠定基础。

中国银行漯河分行

打破党建业务“两张皮”摘得突出贡献“一等奖”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褚卫东

黄楝树村的人气指数
□本报记者宋朝

脱贫攻坚进行时·宝丰篇⑧

宝丰县

乡村环境美起来 内生动力鼓起来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杨国栋石少华

漯河2.8亿元“补养”耕地

质量兴农万里行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