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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腿脚走路略微蹒跚，但李军杰这

几天的心情不是一般的好。借助今年的

“双十一”购物节，他在快手、网上宠物交

易平台等把自己精心喂养的杜宾、金毛、

拉布拉多等品种的宠物狗推介一番，接到

两个购买订单，每只狗不低于2000元。

今年35岁的李军杰家住漯河市源汇

区空冢郭镇李岗村，因十多年前患上强

直性脊柱炎而无法走路，丧失了劳动能

力，成为村里的贫困户。去年7月，漯河

市骨科医院专家会诊后，对李军杰进行

手术治疗，让他扔掉双拐能够自己走路。

当得知基本恢复劳动能力的李军杰

有养宠物狗挣钱的意愿后，空冢郭镇农

信社主任简化程序为其送去2万元的贷

款作为“启动资金”。

“这一年多来，净赚了一万多元，要

不是养狗经验不足，能挣三万元！”11月

12日，在空冢郭镇西刘村，正在新修建的

4间狗舍内忙碌的李军杰，谈及自己养宠

物狗的利润时毫不避讳，“人说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没有农信社‘这股水’，咱咋

能报答为咱跑前忙后的公家人呐！”

对于只有三个乡镇的源汇区而言，

贫困人口虽说不多，但受农信社“这股

水”惠及的贫困户可不少。统计显示，截

至2019年10月底，源汇区联社存量小额

扶贫贷款58户61笔，金额79.6万元，产

业扶贫贷款累计发放9笔，带贫1568户

4359人，小额扶贫贷款累计发放66户69

笔，带贫234人。

而这也只是漯河市农信社把金融扶

贫作为政治任务，强化政治意识，突出责

任担当的一个缩影。

作为漯河市规模最大、机构最全、服

务最广、从业人员最多、业务延伸最长的

地方性金融机构，漯河市农信社坚持党

对金融工作的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结合自身行业优势，以小额扶贫贷款

为抓手，不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责无旁

贷地勇当金融扶贫“排头兵”，以实际行

动彰显了精准扶贫的“农信担当”。

提升服务品质确保金融扶贫
“落地见效”

从丢掉双拐“站起来”，到收到农信社

贷款逐步“富起来”，李军杰的感激感恩之

情溢于言表。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背

后是漯河市农信系统从整体推进上下功

夫，实施一系列服务保障措施确保金融扶

贫政策落地见效所做的不懈努力。

漯河市农信社成立专门的扶贫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扶贫办公室，并在多次会

议上进行安排部署，加强与市扶贫办、金

融局等单位沟通联系，第一时间获取建

档立卡贫困户名单，并主动与乡镇政府、

各村组具体经办人员进行对接，对推荐

的名单进行核实，了解贫困户基本情况，

做好贷款调查工作，开通扶贫贷款绿色

通道，减费让利，优先办理。

“我们加强扶贫小额贷款示范点建

设，组织召开扶贫贷款政策宣传动员会，

培育设立扶贫小额贷款示范点，现场为贫

困户讲解扶贫贷款优惠政策、贷款办理条

件和办理流程等，持续推动金融扶贫工作

深入开展。”漯河市农信社主要负责人徐

峰介绍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全市农

信系统坚持“三个最”提升服务品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实习生赵明星
通讯员王勇）12月1日，为期3天的第二

十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暨第十三届中

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国绿

博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洛

阳市60家企业的102种绿色食品和有机

食品，与全国2000余家企业的绿色食品、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集中亮相。

在此次展会上，绿色食品展区有来自

全国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建

设兵团共37个展团的2000余家企业的绿

色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等；有机展区

有国内外有机食品企业及相关认证机构超

过300家。我省设立河南馆、郑州馆和洛

阳馆3个展馆，其中，来自洛阳市的60家

绿色食品企业亮相本次中国绿博会。洛阳

馆共展出全市的粮食、水果、食用菌、畜产

品等7大类102个“三品一标”农产品，参

展产品种类和数量都是历届展会最多的一

次。(更多报道详见今日第五版)

唐
河
聚
焦
群
众
关
切
办
好
惠
民
实
事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兴汉学广）12月1日，唐河县退

休干部曲令玉又像往常一样，从位于县城解放路中段的6路车公

交站点出发，乘坐免费公交车到河西便民服务中心游园内，开始

了一天的休闲活动：“今年5月份在河边溜达时摔了一跤，三四个

月没有出门，这病才好就赶上了老年人免费坐公交，趁着天还不

是多冷，多看看咱们唐河的新变化。”

“我活了90岁，今天是我心里最得劲儿的一天，去年底俺庄

上户户通了水泥路，现在太阳能路灯又安到了大门口，你说咱老

百姓心里能不舒坦吗？”11月30日，唐河县张店镇陈岗村韩庄村

民组韩广新老人说。

唐河县是一个拥有近150万人的农业大县，全县农业人口就

有120万。长期以来，县城中小学“大班额”、高中教育教学质量

不高、居民住宅小区配套设施滞后、农村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等问

题，始终是城乡群众最关注的热点。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唐河县认真检视问题，查找不足，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从一点一滴做起，着力解决城乡群众生产生

活中的闹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打通了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久拖不

决的堵点，把解决民生实事落细落实。

围绕教育振兴开展专项整治，召开全县教育振兴大会，建立

领导分包制度，层层签订教育质量提升目标责任书。加强教育系

统领导班子建设，对全县4所高中校长、领导班子全面调整，外聘

一名能力强、业务精的同志担任县第一高中校长。加强校长队伍

和教师队伍建设，根据工作业绩，实行公开竞聘，调整部分中心校

长、初中校长和小学校长；坚持定期议教制、属地管理制、全员聘

任制、分类末位淘汰制、绩效工资全额浮动制，加大对教师培养、

人才引进和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坚决打赢教育质量翻身仗。

围绕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重拳开展黏土砖

窑企业和商砼企业扬尘污染、施工扬尘污染、道路扬尘、露天矿山

等治理。目前，已对19家商砼企业拆除3家、转产1家、停产3家，

拆除黏土砖窑11家。开展“城市清洁行动”，城区主次干道每日

三洒水、两冲洗、一洗扫，抑尘车全天候喷洒。

围绕“三违”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在城区“四办一乡”自查自纠

的基础上，县委派出5个专项巡察组，对城区“三违”整治进行专

项巡察和问题交办，共交办300余起疑似违建线索。加强执法监

管力度，强力拆除违章建筑，先后教育劝说意向建房户30余户，

遏制新增违建80余起，拆除各类违建1.8万平方米，城区“三违”

势头得到明显遏制。

开展“三城联创”，解决涉及背街小巷硬化、区间路亮化、打通

断头路等民生问题300多个，成功创建省级卫生县城，顺利通过

国家园林城市验收、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和省级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测评；实行60岁以上老人免费乘坐公交。在脱贫攻坚“决战四季

度”行动中，开展“四个一”活动，县处级领导每月到所包村住一

晚，所有党员干部与所帮扶贫困户共同劳动一天，共同吃一顿饭，

共同打扫一次卫生。积极开展农村“三变”改革，全县确定试点村

51个，其中县级试点村6个，参与改革的村可实现“今年分百元、明

年分千元”目标。

记者在唐河县第一高中深切感受到了该校强化管理带来的新

变化：原来一到放学，学校门口的“小吃一条街”导致交通拥堵的现

象彻底绝迹，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年级学生错时到餐厅就餐，校园实

行封闭式管理；全体教师实行坐班制度，严格规范上下班管理和奖惩制度，奖优罚劣；

校园文化进一步丰富，师生的精神面貌大幅提升。

“细微之处见民生，细微之处见担当，细微之处见谋略，细微之处见党性。群众最

小的事儿就是我们基层干部的大事，只有我们找准差距，找到良方，解决问题，我们的

主题教育才能落到实处，才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肯定。”唐河县委书记周天龙说。

孟津县脱贫攻坚新鲜事

上梭椤沟孕育出“风光经济”
□本报记者宋朝通讯员董洁时义杰

孟津县小浪底镇上梭椤沟村曾经是

省级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过程中，这个

村催生了一种极具个性的经济现象：风

光经济。

风光经济现象之一
王根儿王根儿““靠脸吃饭靠脸吃饭””

67岁的王根儿怎么也没想到，自己

居然能“靠脸吃饭”。

11月28日，洛阳师范学院的美术生

们四五十双眼睛紧紧地盯着王根儿，然

后将他国字脸的浅沟深壑一笔一画地素

描成纸上“王根儿”，还有的学生把他画

成油画和水彩画。

对于王根儿来说，这个过程是钱：

“半小时30块，这活儿轻松！”

往年麦子绿油油的季节，王根儿夫

妇的生活状态是：耷拉着眼皮坐在墙根

晒暖。

脱贫攻坚过程中，上梭椤沟藏在深

闺里的原始之妙被发现并挖掘。

历史上，上梭椤沟的杨树林就是画家

们的写生点；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第一次

到村里就对王根儿说：“写生的人这么多，

你可以带着老伙计们去当模特嘛！”

杨书记的一句话，让王根儿开了窍。

2019年春，王根儿开始“靠脸吃饭”，

每天就那么“游手好闲”地背张锄、拿把

扫帚去摆POSE，任人摆布地挣钱。

杨书记交代的事王根儿很专心，表

现的又是农事他很专业；专心加上专业，

很快他就成了红模、名模。

现在王根儿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照镜子、刮胡子，第一要去当模特挣钱，

第二不定什么时候杨书记就出现在他身

边了：“我不能给书记丢人！”

杨书记为啥这么萦系上梭椤沟村？

因为上梭椤沟在孟津最穷，全村230户

780口人，贫困户67户，贫困发生率居全

县之首。

王根儿说：“县里最大的领导管我们

最穷的村，我们有信心赶快脱贫，每个人

都不能掉链子。”

风光经济现象之二
王粉玲王粉玲““靠手脱贫靠手脱贫””

上梭椤沟“一号农家乐”的老板叫王

粉玲，58岁了，中午正忙着招呼客人吃手

擀面。

“以前日子难，没钱买挂面、方便面，

掏力用手擀面，图的是省钱！”王粉玲说，

“我也没想到，这家里娘们儿都会干的，

当下都成‘手艺’了，来村里的外地人谁

都稀罕这碗手擀面，原来图省钱的手艺

现在能换钱了！”

王粉玲咬紧牙关已经三十年了：丈

夫瘫痪在床，两个儿子上学，啥啥都要花

钱，难啊！

今年年初，丈夫病逝，帮扶队员一提

醒，王粉玲开始“靠手吃饭”，她把自家

窑洞一布置，开起了农家乐，手擀面、饸

饹、凉粉、炒鸡蛋，客人想吃啥她就做

啥。

“一碗手擀面，就是一缕乡愁吧！乡

下的好也许就是乡下的‘土’，这种‘土’

就是历史、就是温度、就是风光、就是经

济！”杨劭春说。

上梭椤沟村窝在一条狭长的山沟里，

沟口到沟内最远一户村民家是3.5公里。

“山不山，川不川，上梭椤沟穷就穷

在了这儿。”上梭椤沟村党支部书记王建

宽说，村里人均耕地面积1.6亩，可石头

比土都多，村民只能看天吃饭。

为了找穷因、拔穷根，杨劭春年初的一

次调研在上梭椤沟足足待了6个小时。

雨污管网、护坡垒砌、村道硬化、公

厕建设、电力升级、网络覆盖等，今年９

月28日，上梭椤沟乡村自驾游活动启动，

路沿、沟畔到处都是汽车、摩托车、山地

车，穿红戴绿的外乡人纷至沓来。

这一天，王粉玲的营业收入是300

元。

“‘山不山，川不川’的说法变了，上

梭椤沟的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成

了风光经济。”杨劭春说。

风光经济现象之三
谢润夏谢润夏““靠嘴致富靠嘴致富””

76岁的老党员谢润夏，老伴去世了，

两个儿子都在西安，今年村里修建图书

阅览室，正好有个公益岗位，凭着能说会

写的“武艺”，谢润夏当上了文化管理员，

每年县文化站给他发3120元。

谢润夏是上梭椤沟著名的“书法家”

兼“诗人”，同为“文化人”的杨劭春专门

给谢润夏送来了一沓子宣纸。

得了书记送来的宣纸，谢润夏“诗兴

大发”，他先在宣纸上写下《扶贫颂》，又

编了“快板评书”向游客推销上梭椤沟：

打赢脱贫攻坚战，老百姓心里真喜欢。

幸福院，老人赞；书画站，人坐满；写生摄

影要拓展？快到梭椤沟看一看！

现在，上梭椤沟的“王根儿们”都

没空去墙根下晒暖了。“王根儿们”领

了县里扶贫办发放的花椒苗，忙着栽

种浇水；“王粉玲们”忙着加工粉条、辣

椒酱、炸丸子，做起了乡村电商；“谢润

夏们”忙着拍短视频继续夸孟津县的

脱贫攻坚！

“孟津县今年剩余的6346口贫困人口

要全部脱贫，上梭椤沟靠的是风光经济，其

余14个要脱贫的村各有各策！不只是脱

贫，我们更要做的是整体小康和乡村的全

面振兴！”杨劭春说。

12 月 1 日，建设一

新、映衬在冬日暖阳下的

宜阳县香鹿山镇赵老屯

村。2017年以来，该镇

陆续投资630万元，按照

青砖、灰瓦、黄土墙、半坡

屋顶等要素，倾力将地处

丘陵的赵老屯村打造成

具有传统豫西民居风格

的民俗村和3A级乡村旅

游景区。本报记者 杨远
高 通讯员 李宏军摄

漯河市农信社

不忘初心 勇当金融扶贫“排头兵”
□本报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钮丽周光辉张丽

102种洛阳绿色食品亮相中国绿博会

豫西民俗风
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2日，省农业

气象专家提醒农民朋友，目前我省冬小麦

大部正处于分蘖阶段，各地要根据冬小麦

苗情、墒情进行分类管理；对于群体偏小、

长势较差的地块可追施冬肥，以保证小麦

健壮生长，促进冬前壮苗形成。

本周我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基本

无降水，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周平

均气温接近常年同期。根据当前墒情和

作物需水状况，从现在至12月8日，豫南

大部、豫西南、豫东及豫北、豫中局部等地

存在不同程度的旱情，其中豫南部分县

（市）、豫中中部及豫东局部等地土壤相对

湿度在50%以下，为中到重度干旱；其他

大部地区土壤墒情适宜。

省农业气象专家表示，预计周中期

有冷空气影响我省，各地应密切关注天

气变化，设施农业应注意提前加固棚架

和棚膜，做好棚内保温、防冻等各项管理

工作。

小麦追施冬肥可促弱转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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