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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0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书林

刘小江
1

近日"从新安电力集团公司传来喜

讯!

2

月份 " 集团公司实现赢利
3455

余万

元" 扭转了自金融危机以来连续
4

个月亏

损的被动局面" 并且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

实现赢利#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公司
2

月份赢利

+566

万元"生产线已经满负荷生产"争取到

年底实现全年赢利$洛玻集团龙新玻璃公司

2

月份赢利
3+4

万元%%一个个利好消息"

让新安工业企业迎来了健康发展的春天#

政府#扶持政策 迅速出台

去年
+5

月份以来"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

暴迅速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

成了巨大冲击# 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新安"

受到的影响和冲击更大"经济衰退的负面效

应更明显#

挑战中蕴含着机遇" 困难中孕育着希

望# 该县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的机遇"制定了'新安县重大项目联审

联批机制(" 明确由县发改委牵头" 县国土

局&县环保局&县规划局&县水利局&县安监

局联合成立了联审联批办公室"按照)牵头

负责&同步实施&效率优先&限时办结*的审

批原则"对项目立项实行联审联批"简化了

项目立项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 截至目前"

该县已有
+7

个重点项目通过联审联批"提

前办结#

该县全面推行县级领导分包企业责任

制& 重点事项跟踪督办制& 银企洽谈例会

制 &首席服务官制等 "根据不同情况 "加强

对企业的分类指导$ 扎实开展企业服务年

活动"千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优化企业

发展环境#

针对中小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去年
++

月"新安县举行了银企合作洽谈会"

,

家银行

与
+3

家企业现场签约金额
7*6

亿元# 今年

一季度"该县再次举行银企洽谈会"贷款合

作意向协议已履约
+455

万元#

企业#积极应对 苦练内功

面对严峻的外部形势"新安电力集团公

司适时调整各项决策"在生产安排上有保有

压"以销定产"减少资金占用和亏损$强化管

理"压缩不必要的支出"减少成品&半成品存

量"加强成本核算# 他们还积极和各大银行

沟通"加大融资力度"新增贷款
+5*,

亿元#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公司是国内最大的

由民营企业主导的大型企业" 面对危机"他

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节能降耗"苦练内

功*入手"积极推进可降低成本技改项目$尽

量降低采购成本"提升销售量"减少氧化铝

库存"从而使企业实现了不停产&不减产"走

在了国内同行业的前列#

新安县腾飞陶粒有限公司在县有关部

门支持下"稳定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今

年第一季度向美国&澳大利亚出口
-85

万美

元的石油支撑剂" 目前还有近
+555

万美元

的订单正在履行中# 此外"该公司投资
-555

万元建设的年产
-

万吨生产线已经投产#

项目#加快建设 夯实基础

在经济寒流中" 新安县不仅保持了县域

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抓住国家&省&市一系

列政策机遇"推进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基础#

新安电力集团公司加大项目建设力度"

上半年实施大型工业项目
2

个"总投资
++8

亿元# 其中"年产
35

万吨合金铝技改工程总

投资
+2

亿元"目前已全部建成$年产
65

万

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年产
-

万吨石墨化阴

极续建工程等" 均按照时间进度顺利进行$

续建项目
+35

万吨义安煤矿已建成投产"顺

利通过验收#

洛阳香江万基铝业公司在做好生产的

同时" 对氧化铝三期建设也做出了规划"目

前前期设备已经订购"正在架设赤泥管线#

据统计"今年
+

至
2

月"新安县新上民

营经济项目
2-

个" 项目设计投资
37

亿元"

目前已有
33

个项目建成投产&试产#

!!"#$

滑县发明人向与会外国友人介绍参展项目$在刚刚闭幕的第十八届全

国发明展览会上! 滑县发明协会与滑县发明协会内黄分会选送的
%&

个参

展项目
%'

个获奖$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苏迅 吕胜战 摄

本报讯 栾川县曾经年年种树

不见树的龙泉山&二龙山&画眉山等

地"如今披上了浓密的绿装#

栾川县是洛阳市的矿业大县

和林业大县# 为解决矿业开发与

森林资源管护的矛盾" 该县林业

局根据 '森林法 (的规定 "将矿业

开发占用地林地分为长期用地和

临时用地两大类! 对因建设尾矿

库& 厂房& 道路需长期占用林地

的"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签订森

林植被恢复协议" 依法足额收缴

森林植被恢复费" 实行异地恢复

植被$对临时占用林地的碴场"在

使用期满后覆盖黄土" 重新栽植

树木绿化#

355+

年以来" 栾川县林业局

累计征收森林植被恢复费
3-85

万

元"全部用于县城周边及部分乡镇

荒山绿化建设 " 绿化总面积达

7-25

亩"实现了林地的占补平衡#

+张启舟 李艳,

本报讯 +记者杨玉璞 黄红立

通讯员李向阳,

4

月
+,

日"地处偃

师市的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永煤公

司洛阳龙门煤业常村煤矿正式竣

工投产#

常村煤矿于
3558

年
-

月
3+

日

正式开工建设" 矿井设计生产能力

68

万吨
9

年"服务年限
-4*7

年"概算

投资
8*,4

亿元" 实际完成投资
,*+4

亿元# 煤矿投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

将达到
+*,

亿元" 年实现利税
-555

万元以上#

本报讯 彩砖铺地& 花木林立&

健身活动器材俱全的现代化)两程广

场*近日在嵩县田湖镇程村)两程祠*

门前落成"大大提高了)两程故里*的

)品相*#该村党支部书记程红杰说"这

是)

6:3

*工作法带来的可喜变化#

嵩县田湖镇程村是宋代理学

家程颢&程颐的故居"近年来随着

国际&国内理学研究热的兴起"前

来拜谒的人络绎不绝#但)两程祠*

门前街道狭窄"建筑杂乱无章"车

辆无法停放"严重影响了)两程故

里*的)品相*# 该村)两委*曾多次

提出对)两程祠*门前)整容*"可由

于决策不民主"屡屡受挫#

今年
-

月"学习了)

6:3

*工作法

后"程红杰再次把)整容*一事在村

党支部会上提议"拿到村)两委*会

上商议之后"通过党员大会审议"在

村民代表会上决议" 并把决议结果

以公告形式向村民公开$ 工程完工

后及时发布公告"公开实施结果#

由于实行了 )四议 *&)两公

开*")两程祠*门前)整容*一事顺

利通过"被拆迁户自愿拆迁"群众

义务出工出力"并自觉成立义务监

督组&质量验收组"保证)整容*效

果# %罗孝民 李孟会&

本报讯 +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 ,一座座钻探架高高矗立 "打出一眼眼

桩基 $大型挖掘机伸着长长的 )臂膀 *"将

一斗斗泥土倒进运载车辆上---在伊川

县白沙范村东一处空旷的工地上 "总投资

37*8

亿元的龙泉铝板带连铸连轧项目正

在紧张施工 #

日前"记者从伊川县城出发"沿郑卢公

路向白沙&水寨方向行进# 一路上"县发改委

的同志不时指着远处一处处施工工地向记

者介绍")这是洛阳世纪新源集团多晶硅项

目*&)那是同铸水泥项目*&)这是金龙精密

铝材项目*%%

)项目建设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今年我们从工业&农业&民生&城建四个方面

各确定了
+5

个重点建设项目" 总投资
+65

亿元"目前正在全力推进# *伊川县委书记郭

宜品告诉记者"县里的工作机制也作出了相

应的调整"变几个人&一套班子抓经济为县

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全体领导抓经济"

县级领导干部人人有分包的项目"县委对项

目进度情况一月一通报#

为改变过去)一电独大&一铝独大*的局

面"该县对各个产业进行调查摸底"确立了

煤电铝及铝深加工&硅及光伏产业&磨料磨

具&耐火材料&制药酿酒及农副产品深加工

等六大产业为重点发展和扶持对象"分别由

县主要领导牵头成立产业发展指挥部"进行

规划&招商&产业升级&融资等# 与此同时"该

县还在县城东规划了总面积为
4*2

平方公里

的)伊川产业集聚区*"并成立了伊川产业集

聚区投资公司#

该县在各机关单位大力开展)企业服务

年*活动"排出了全县
+55

家有一定规模的

企业"采取县级领导分包&委局具体人员联

系等措施"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为解

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今年以来"该县有关

部门已经组织银企洽谈会
-

次"仅帮助伊电

集团融资就达
+4*8

亿元#

上下同唱一台)经济戏*"伊川经济呈现

新活力# 目前"该县
4,

家金刚砂生产企业有

84

家恢复生产" 铸造业中
,5;

的企业也已

经恢复生产$

65

个重点项目中有
-5

个开工

建设"目前已完成
35

个#

本报讯
4

月
+,

日"长垣县蒲

北办事处赵滑枣村张大娘家的沼气

池漏气了" 她拨打了蒲北办事处永

峰沼气合作社的电话" 工作人员很

快就上门为她修好了沼气池#

蒲北办事处自推行沼气工程以

来"沼气池易漏气&维护难&换料难

等问题也随之产生# 为了解除沼气

户的后顾之忧"赵滑枣村按照 )政

府引导&农民自愿&统一调配&统一

标准&统一价格&统一服务*的要求"

成立了沼气合作社# 沼气户一年只

需交
35

元服务费" 遇到问题时"打

一个电话"工作人员就会在
36

小时

内上门解决"大大方便了群众"也推

动了沼气的发展#

在蒲北办事处" 各种专业合作

社大大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近年

来"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

以董寨&杜楼为中心的优质蔬菜塑料

大棚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为了解决销

售难题"蒲北办事处成立了新农瓜果

专业合作社"接着又相继成立了蒲田

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益民养猪专业合

作社等#这些专业合作社切实解决了

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壮大了

产业规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李天柱&

本报讯
4

月
4

日" 洛阳市吉

利 区 农 信 联 社 首 个 电 子 化 网

点---里村市场分社正式迁入新

址营业#

里村市场分社除按最新银行

模式进行内外装修外"其电子化设

备也创下了全省农信社网点中多

个第一!配备了全省农信社首台自

动存取款机+

<=>

,"可以全天
36

小

时实现金燕卡实时存取款&卡卡转

账"银联卡实时取款&余额查询&明

细查询等$配备了全省农信社首台

自助多媒体终端"可以实现金燕卡

折转账&余额查询&明细查询&存折

补登&口头挂失等$配备了全省农

信社首台业务关联性服务评价器"

可以进行综合业务系统交易控制

发起的柜员服务评价请求"实现客

户对服务质量的客观评价#

%宁本东 姚欣欣&

)县里农业专家来咱村了"专门讲蔬菜种植管理

技术"快去听听吧# *

4

月
38

日傍晚"新乡县朗公庙镇南固军村中学

院内"闻讯而来的村民很快将教室内占满了"没有座

位的村民便趴在窗户上" 透过窗口听专家传授农业

知识"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神情都异常专注#

村民王志民腿脚不灵便"当他拄着拐杖来到学校时"

教室里已经没有地方了# 他找了一张课桌放在教室

外的窗户边"静静地坐下来听课#

南固军村是远近闻名的大棚蔬菜种植村" 蔬菜

种植面积达
355

多亩# 张翠云是村里的蔬菜种植大

户"听说专家讲蔬菜种植技术"便动员全家来听课#

)下一步俺准备引进草菇优良品种"希望农业专家讲

讲草菇种植技术# *

当天来讲课的是县农业局技术专家刘清瑞#为了

让村民更清晰直观地了解病虫害" 掌握蔬菜种植技

术"他特意准备了多媒体设备"图文并茂"效果更好#

)我们这次活动就是针对南固军村蔬菜种植规

模大&种植户多的特点"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也是全

县农业技术人才服务.三农/活动的一部分# *县人才

办的陈育新主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村民白天忙

农活"没有时间听课"我们就组织专家利用晚上时间

讲课"很受群众欢迎# *

据悉"今年以来"新乡县多次组织农&牧&林等相关

专家到乡村开展农业技术服务"现场进行科技咨询&培

训"指导农田管理&病虫害防治"受到群众的欢迎#

%&'(

初秋的一天"阳光灿烂"笔者慕名来

到洛宁县陈吴乡陈吴村李庭育老人家#

今年
46

岁的李庭育须发斑白"背微

驼"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 得知记者的

来意后"老人点了一根烟"深吸几口"缓

缓地给笔者讲起了他的人生经历#

+728

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对部

队实行精简整编"提倡军队干部)能上能

下"能官能民&能南能北*# 当时在云南省

军区某边防团担任团长的李庭育便向组

织请求回乡当一个普通农民" 他在写给

组织的信中说!)我的家乡贫穷落后"我

想为改变家乡面貌作点贡献# *

+722

年" 离开家乡
-5

年的李庭育"

又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回到老家陈吴

村#

+727

年"陈吴村党支部改选"李庭育

以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李庭育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 "

把所有积蓄都用在帮群众致富上# 农忙

时"他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农闲时"他组

织群众到洛河滩垒河堰" 改滩造地# 如

今" 他带领群众开荒造的
655

多亩水浇

地成了全村的)粮仓*#

+746

年秋" 李庭育看到洛河边一块

8

亩大的荒滩杂草丛生" 就承包下来"带

领爱人和孩子到荒滩挖坑&栽树#

35

多年

过去了" 他们当初栽下的
255

多棵沙兰

杨已经长成了一片防护林" 显现出很大

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在陈吴村" 村民们提起李庭育都赞

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团长农民*&)致

富带头人*#

)我回来本想带群众致富"可没实现

目标"这是心中永存的遗憾# 唯一值得欣

慰的就是领着大家开荒造了
655

多亩水

浇地"基本上解决了全村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年我过得很充实"青山绿水作伴"种

田栽树"心情特愉快# *老人这样评价自

己的返乡务农之举#

!

月
()

日!沁阳市柏香镇西王梁村留守儿童展示'留守妇女儿童爱心健康保障卡($ 近日!沁阳市开展)爱心医生(巡诊活

动!沁阳市妇幼保健院确定了
$*

名妇科*儿科医生为)爱心医生(!定期到乡村开展义务巡诊活动!并为近千名留守妇女和儿童

建立健康档案!发放)留守妇女儿童爱心健康保障卡($ 杨帆 摄

)村级组织要规范 "党的建设是重

点 $凡有大事要解决 ".

6:3

/法去落实 $

村民自治村民管 " 发扬民主防独断 $

.

6:3

/ 法好经验 " 努力学习广宣传

%%* 这是近日汤阴县伏道乡岗阳北

街
,4

岁的农民党员张贤清在学习推

广 )

6:3

*工作法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过

程中创作的 )七字歌 *# 如今 "这首 )七

字歌 * 已在该县许多党员和村民代表

中传唱开来 #

张贤清有
65

多年的党龄 " 担任过

-5

多年村支部委员"对党的建设非常关

心&热爱# 在每月的党员活动日上"他都

主动组织党员学习 #

他 还 定 期 编 写 黑 板

报 " 义务向群众宣传

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张贤清特别爱写

作 " 每当上级党组织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时 " 他都能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 " 并结合农

村实际创作出朗朗上口的诗歌# 在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学习教育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

活动中" 他先后创作了 '实践 )三个代

表*三字经(&'党员先进性四字歌(&'实

践科学发展观七字歌( 等大量脍炙人口

的诗歌"深受农民欢迎"被农民誉为)民

间红色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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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

! !"#$% "###&'

偃师

()*+,-*./012

嵩县田湖镇

3$%&456789:;<

长垣县蒲北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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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吉利区农信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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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丙宇 通讯员 杜好立

3QRST<UVW

高文治 赵笑菊

3TXYZ[\<]^_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张志勇 王志刚 文
9

图

!

月
%!

日!张贤清正在书写)

'+"

(工作法)七字歌($

:

!;< =

连日来!潢川县第二中学组织离退休教师开展

)练太极* 唱红歌 (等活动!迎接新中国
,*

年华诞

的到来$

本报记者 尹小剑 通讯员 陈柏松 摄

! ! ! !

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国庆期

间的信访稳定工作" 延津县启动

了矛盾纠纷大排查&领导大包案&

积案大解决)三大活动*#

据了解"国庆节前"该县将实

行县 &乡 &村三级排查 "乡村两级

每日一排查&每日一上报"县对乡

+镇, 和机关单位定期集中排查"

每周向县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上

报排查结果和化解消除建议# 该

县规定"对大排查不细致或漏排&

漏报造成影响的将进行责任追

究# 县委信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就
33

起重大信访案件向包案

领导印发了 '信访工作指令("对

领导包案明确包案要求# 该县要

求" 国庆节前要重点解决一批信

访案件中的 )骨头案 *&难缠案和

)钉子案*#

%靳永元 牛义军&

延津

7̀ abc<defgXhi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