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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葛市钢材贸易商会

被认定为全国“四好”商会

鲁山县张良镇 废弃大水缸 成了“聚宝盆”

方城县 3000余名志愿者誓师创建文明城

信阳市平桥区明港镇

图书私人定制 看后政府买单

郑州市市郊农信联社须水信用社

“预付式+消费贷”
成消费者投诉新热点

本报讯（记者李殿华通讯员刘晓
冬）近日，全国工商联办公厅通报了

2017~2018年度全国“四好”商会名单，

共498家工商联所属商会获此殊荣。

我省共有36家商会入选，长葛市钢材

贸易商会是许昌市唯一入选的单位。

长葛市钢材贸易商会自2012年成

立以来，坚持以“搭建合作平台，提升

行业水平，促进钢铁贸易，推动经济发

展”为宗旨，不断完善商会的基础工

作，致力推动本地钢铁贸易行业发展，

为打造区域品牌信誉和知名度做出了

积极贡献。

自2017年在全国工商联系统全面

开展以班子建设好、团结教育好、服务发

展好、自律规范好为主要内容的“四好”

商会建设以来，长葛市钢材贸易商会按

照“四好”标准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全面提升了商会建设水平。

长葛市钢材贸易商会卫明春会长、

秘书长张建中表示，非常珍惜这个荣誉，

要再接再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促进工商联所属商会改革和发展的实

施意见》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

两个健康主题，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和示

范带动作用，不断提高商会建设水平。

本报讯 郑州市市郊农信联社须水信

用社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全员行动，认真

组织开展“惠民贷”业务，实现了对辖区

内的村组、居民的全覆盖。截至3月10

日，该信用社共举办专场营销活动 36

场，批量营销惠民贷共计授信1200笔，

用信体验1184笔，新增惠民贷授信额度

26896万元，用信总余额9241万元。

须水信用社根据辖区具体情况，以村

组为对象对辖区进行区域划分，成立了7

个营销小组。“惠民贷”产品营销的主要形

式是举办专场主题活动。每个小组严格

按照统一制订的周密、翔实的活动方案实

施。各小组组长提前组织协调，联系村

组，召开宣讲会，为村“两委”、队长、村民

代表、党员介绍惠民贷业务的灵活、方便、

高效，充分调动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实现

以点带面，整村覆盖。大家利用下班后的

时间、午休时间，深入村组，发放宣传单，

利用熟人、关系人、存量客户转介绍，做好

活动前的宣传工作。活动当天，根据制定

好的活动流程，各小组成员按照分工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做好活动现场的咨询、签

到、信息收集、复印、梳理、建档、签约、抽

奖、领奖，维持好活动现场的秩序。活动

结束，各小组成员每天加班加点整理资

料、撰写报告，制作合同、审批、授信，使客

户在最短的时间内体验到用信的方便、快

捷。（王培华）

3月14日，沈丘县付井镇王营村的花农正在大棚里忙着浇水修剪花卉盆景。近年来，该镇积极整合资金，出台优惠政策，积极争取

上级扶持，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全力引导和鼓励农户发展设施花卉、果蔬产业，全镇现已兴建标准化钢架大棚3000余亩，年亩均经

济效益1.2万余元，经济效益可观。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谢辛凌摄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陈新
刚）“热爱方城，建设家乡；遵纪守法，助人

为乐。见义勇为，礼貌待人；敬老爱幼，邻

里和睦。尊师重教，崇尚科学；勤俭节约，

移风易俗。讲究卫生，保护环境；爱护公

物，热心公益；文明出行，诚实守信。”

3月14日，方城县体育馆红旗猎猎，

誓言声声，该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誓师大

会在此隆重举行，3000余名志愿者汇聚

于此，在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郭春鹏的领

诵下，齐声高诵《方城县市民公约》，奏响

了该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嘹亮号角，掀

起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新高潮。

近年来，方城县以创建靠民、创建为

民、创建育民、创建惠民为理念，以创建

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全国园林

县城“三城联创”为目标，坚持“以水润

城、以绿染城、以文塑城、以亮扮城、以产

兴城”，以高质量创建推动城乡高质量发

展，唱响了“美丽英雄地、厚重大方城”主

旋律，带动县城整体出彩，成功摘取“国

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金字招

牌，获得“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誓师大会上，该县对2018年志愿服

务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志愿者进行了颁

奖表彰，团县委向全县发出了“践行市民

公约、创建文明城市”倡议书，号召大家

争做“文明出行、爱护环境、诚信守法、文

明有礼、勇于奉献”的方城人，为建设高

质量的富强和谐美丽方城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郑州市消费

者协会2018年受理消费者投诉中，预付

费消费领域的问题仍然突出，而“预付

式+消费贷”叠加的侵害消费者权益问

题成为投诉新热点。3月13日，郑州市

召开2019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新

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该市工商系统和

消协组织2018年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情

况。

2018年，郑州市工商系统12315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共计约20

万件，同比增长9.58%，通过互联网平台

受理投诉、举报共计3万余件，投诉涉及

争议金额3276.64万元，挽回经济损失

金额2305.27万元；郑州市各级消协组

织共受理消费者咨询和投诉6210件，其

中投诉2463件，咨询3747件，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354.86万元。

郑州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陈晓艳

介绍说，在2018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

中，预付费消费领域的问题仍然突出。

一是经营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或经营困

难“闭店”、“跑路”后，造成消费者维权困

难。因预付费消费涉及群体众多，尤其

在家政服务、美容整形、教育培训和共享

消费等领域，极易产生群体侵权问题。

因预付费消费涉及资金总额庞大，预交

费用资金监管不力，资金安全难以保

证。二是办卡容易退卡难，经营者往往

设置退卡违约金或手续费等格式条款，

或以各种理由拖延退卡。

值得关注的是在传统预付式消费涵

盖的各领域，出现捆绑金融消费信贷式

的新营销模式，由此可能产生“预付式+

消费贷”叠加的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问

题。如：在汽车和美容整形消费中引入

贷款方式，在宣传时，经营者往往将产品

和服务宣传得非常好，并有意淡化贷款

的压力，甚至以“零首付”、“无息贷款”作

为吸引，消费者通过经营者推荐的金融

机构贷款消费后，一旦出现商家不履行

承诺、服务缩水甚至关门跑路等情况，消

费者不但享受不到商家原有的服务承

诺，而且还要继续履行贷款合同中还贷

的约定，否则不但承担违约责任，而且还

会对个人信用产生一定影响。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李振
阳 通讯员王清明）“这几本《成才之路》是

我给孩子买的，他看过以后，我就把图书

送到镇图书馆了，图书馆给我报销了

239.9元的购书款。”3月5日，信阳市平桥

区明港镇居民李静拿着自己买的一套书

送到了平桥区明港图书馆，并顺利领走了

购书款。

在明港图书馆，记者粗略翻阅了一下

回购记录。时间：8月16日，图书名称：

《河南省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报销

人：王红，价格：53元，联系电话等。一本

40多页的回购登记本，记录着近千名送

书读者的名字。

“这中间不少读者，一次性拿着很多

本书前来，目前我们已累计回购图书

8000 余册，退返读者购书资金 28.5 万

元。”图书馆管理员叶珂介绍说。

“为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明港，全

镇群众‘私人定制’的正版图书，都可以凭

发票到明港图书馆不打折实报实销。”明

港镇党委书记刘光金介绍说。

从2015年7月开始，明港镇财政每

年拿出10万元开展图书回购活动，通过

“个人购书，政府买单，书权归公，保管在

公”的方式，从读者手中按照原价回购书

籍，调动大众读书购书的积极性，培养全

民阅读好习惯。目前，明港图书馆每天

的借阅量基本上都超过100人次，双休

日和节假日更多，图书馆里往往是座无

虚席。

“群众喜欢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我

们这样做，把选书权赋予读者，让读者从

图书馆资源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决策

者，既激发了读者的参与热情和阅读兴

趣，又调优了藏书结构，节约了资源，增加

了馆藏，吸引了更多读者前来。”谈及图书

回购这一做法的初衷，刘光金说。

明港镇在图书馆使用和管理上的创

新探索和大胆尝试，折射出当下平桥区公

共文化事业发展的勃勃生机。

据了解，平桥区十分重视乡镇基层文

化建设，全区现有区乡两级公共图书馆

19个，文化馆两个，乡镇综合文化站（街

道文化中心）23个，农家书屋268个，城区

文化广场4个，建成1个区级文化信息资

源共享工程支中心，实现了基层服务点全

覆盖。

如今，在平桥区，群众读书学习有场

所，文化活动有计划，精神文明素质的提

高，让平桥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征程中越发自信。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见习记者刘亚
鑫通讯员宋晓丹）“举报一台假冒卫华牌

电动葫芦，奖励3000元；举报一台假冒卫

华牌起重机，奖励1万元以上……”3月12

日，记者从卫华股份有限公司品牌建设暨

打假工作会议上获悉，卫华集团进一步

加大打击假冒公司产品、印章等侵权行

为的力度，重金奖励打假行为。卫华股

份这一行动，带动了其他起重企业强化

学习知识产权和商标知识的意识，掀起

了长垣县起重行业打假的高潮。

“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存在，不仅会给

企业带来负面影响，还会给消费者的人

身或财产带来巨大风险，卫华将持续加

强品牌建设和品牌保护力度，杜绝‘李

逵’败给‘李鬼’事件的发生。”卫华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韩红安表示。据了解，

近三年卫华在品牌维护和打假方面的资

金投入达3958万元。

“随着长垣起重整体质量品牌影响

力不断提升，一些不良商家肆意仿冒长

垣企业的品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致

使我县的一些知名品牌受到了一定的冲

击和影响。”长垣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

任宋太俊说，要继续保持品牌优势和质

量保障，打假工作必须跟上。

“公安局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深入

开展打假专项整治，保持对侵权假冒犯

罪的刑事震慑。”长垣县公安局副局长胡

守兵介绍道，近两年，长垣县公安局共立

侵犯知识产权案件38起，涉案总金额

1.5亿余元。

目前，长垣县起重配件产品质量专

项整治百日行动正在全面开展。“下一

步，我们将对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执

行巨额惩罚制度，实行最严厉的惩罚，使

得假冒伪劣制造者付出付不起的成本。

从源头杜绝侵权假冒行为，擦亮‘长垣起

重’的名片。”长垣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逯彦胜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别看这些在别人眼里没用的大水

缸，在俺村王书琪眼里，那可是‘聚宝盆’

啊，靠它们一年收入个2000元不成问

题。”3月11日，指着王家院子外边20多

个大水缸，鲁山县张良镇芹菜沟村党支

部书记李章记笑着说。

王书琪今年60多岁，妻子患有腰椎

疾病，干不成农活，还得经常吃药，唯一

的女儿早已外嫁他乡，婆家也不是很富

裕，他和妻子靠着2亩山坡子地为生，因

此成了村里出了名的贫困户。

鲁山县委组织部驻村开展帮扶后，

为了让王书琪尽快脱贫奔小康，他们首

先协商村“两委”给他安排一个护林员和

一个保洁员的公益岗位，两个岗位每月

增收1000元。帮扶人、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王建民看到王书琪门前屋后空闲地不

少，又想到帮助他发展庭院经济增加收

入的想法。为此，王建民从网上下载了

一些水缸里面种植山药的技术，然后不

厌其烦地把技术要领讲给王书琪听。

2017年初，在王建民的帮助下，王书

琪收集了20多个被村民废弃的大水缸，

并在里面种上了山药。如今，王书琪已

经卖了两茬山药，收入近4000元。

“有了党的好政策和领导们的帮助，

俺凭自己的双手也能脱贫奔小康。”说起

水缸里种山药一年也增加不少收入的

事，王书琪很是自豪。

地址：山东省高唐县时风路1号 电话：0635-3950119 3950309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时风集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传统产
业提份额保总量，新兴产业增规模提总量，
高端智慧制造平台持续扩大产出培植集团
核心竞争力”经营理念，坚持高精度、高质
量、高性价比产品升级思维，坚持人人都是
经营的主角员工价值取向，坚持年度发展目
标以精准聚焦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安全第
一、质量第一、环保第一科学发展底线思维，
实施轻卡汽车、中大型拖拉机产销倍增计
划。注重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探索发展新模
式、新路径，注重让改革对象成为改革的参
与者、受益者、带头人，注重诚信经营，扩大
对外交流、对外合作，用双赢、多赢的思维指
导经营，全体员工凝心聚力，实干巧干，攻坚
克难，锐意进取，开创时风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时风集团将聚焦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工

程，聚力产业培育，聚力项目建设，聚力倍增计
划，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创新再加强，工
作再落实，努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19年，时风集团全力促进“传统产业
提份额保总量、战略产业增规模提总量、高
端智慧制造平台持续扩大产出培植集团核
心竞争力”经营理念贯彻实施。一是要精
准三轮汽车、小拖等传统产品市场，持续创
造最大价值。二是要实施“轻卡汽车、中大
拖”倍增计划，以销量大幅增加提升产业水
平。三是坚持“适度多元”战略，促使热电、
化纤并行发展，推进电动车、轮胎产业创新
前行，引领脚手架、铸造件等新业态不断增
强活力。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 抢抓国家乡村振兴机遇抢抓国家乡村振兴机遇
时风时风 路路畅通3·15河南农民信得过农机诚信企业展示

时风集团：传统产业提份额保总量 新兴产业增规模提总量

长垣县实锤打“李鬼”

沈丘县付井镇沈丘县付井镇 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加快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本报讯 近两年，扶沟县公安局党委

高度重视党建工作，以党建为引领，狠抓

民警思想政治工作，经侦党支部率先垂

范，从而使公安各项业务工作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

扶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党支部书

记范奎宾带领下，重视党建工作，近两年

来，每月在主题党日和全体党员一起面对

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时刻提醒党员民警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党建工作的促进

下，各项业务工作均名列前茅，2017年扶

沟县公安经侦工作全市公安系统第一名，

2018年扶沟县公安局经侦工作绩效考核

全市第二名，受到周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和县局党委的一致认可。（赵山岗）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

“老何，俺家的小麦大面积发黄该咋治？”

“从叶片上看明显发生了纹枯病，应每亩

使用 15%三唑酮可湿性粉剂 70克加

2.5%功夫菊酯70毫升，兑水30公斤抓

紧防治。”3月14日上午，汝南县常兴镇

西王庄村农民王雪刚将自家的小麦病情

图片发给镇“春耕春管”微信群后，不到

5分钟就得到了回复。

老何是常兴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何

水清，也是该镇“春耕春管”微信群群主。

“眼下正是春耕生产大忙季节，为帮助农

民少走弯路，今年一开春，我们就引导全

镇农户加入‘春耕春管’微信群，利用微信

平台开设春耕春管‘微课堂’，及时为农户

提供技术指导。”何水清得意地说。

“在微信群里看农事、学技术，不明

白的地方有专家把脉会诊，增产增收有

保障。”穆屯村农民张留明开心地说。目

前，全镇利用微信平台开设春耕春管“微

课堂”100多次，为1000多户农户解决

了67个春耕生产技术难题。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孙贝）

春风和煦拂大地，桃花始盛换新颜。3

月17日上午，“青天河杯”第三届河南省

全民徒步大会（焦作站）、2019焦作市百

万妇女健身展示活动暨青天河万亩桃花

赏花季启动仪式在青天河景区靳家岭举

行。来自河南、山西、山东等地160余家

户外团体以及户外爱好者、游客一万余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李建阳介绍，青天河景区作为焦作市太

行山水游的典型代表，不仅有“青天河

中国红”这个红叶知名品牌，而且有“青

天河万亩桃花赏花季”这一靓丽品牌。

万亩桃花赏花季更是接春节档旅游热

潮，快速打开焦作春季旅游市场、预热清

明小长假的重要节点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

纷表示，青天河靳家岭的十万亩桃花海

真是春游踏青的好去处！面积如此大的

桃花海景观壮丽，令人震撼，在这里浓浓

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

据悉，青天河十万亩桃花观赏期将

持续到4月中旬。

扶沟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党建引领促业务开展

万亩桃花始盛开

“醉美”青天河等你来

汝南县常兴镇

“微信”“闹春耕”

“惠民贷”真惠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