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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卞瑞峰 王学伟 李云）在新乡市原阳县
的农村，“五朵金花”创办 6家服装厂带
富乡邻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该县路寨乡后大柳村的邓利琴，是
家中长女，有4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家中
人口多，生活困难。上世纪 90 年代末，
邓利琴家的大米生意经营不善，欠下不
少外债。由于缺少学费，邓利琴的大学
梦破灭了。

2006年 9月，26岁的邓利琴怀揣致
富梦想，带领 4个妹妹和近 40名同乡的
妇女，来到浙江省杭州市一家服装厂打
工。尽管作为“领队”的邓利琴当时的
年薪已近10万元，姐妹们的年收入达三
四万元，但她认为“给别人打工永远是
个打工的”，便在学到技术后，决定返乡
创业，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

2008 年 5 月，邓利琴率先返乡，卖
化肥、售粮种。两年后，4个妹妹也相继
返回家乡，5个人合计创办服装厂，带动

群众增收。
2010年夏季，邓利琴和四妹邓小改

购入10台缝纫机械，在后大柳村创办了
一家服装厂，从郑州市接订单，从事反
光服装加工。经过近10年的发展，目前
服装厂已拥有 100台机械设备，70名固
定员工，年产近 70 万件服装，每年纯利
润近40万元。

2016年，这家服装厂被原阳县评为
扶贫企业，带动 6 名贫困户就业，有 18
名贫困户参与入股分红。2017 年 11
月，邓利琴投资 30 万元，在路寨乡王村
开办了一家服装厂，目前已有40名固定
员工，日产服装量达3万件。

在邓利琴和邓小改的带动下，家里
的老二邓小焕、老三邓新琴、老五邓慧
琴，分别在该县阳阿乡宋圪垱村和献功
村、路寨乡指挥寨村等地建起了服装加
工厂，“五朵金花”共投资建厂 6家。弟
弟邓云艺负责5位姐姐工厂的物流发货
工作，每月工资6500元。

如今，这 6 家服装厂的生意红红火
火，共安置6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员
工的月工资平均在 2000 元~3000 元。
王村村民王天风，原本家庭条件差，来
服装厂工作的 3 年间，每年都有 4 万多
元收入，2019 年还给家里买了新轿车。
家庭妇女申小翠，干活快、手艺好，每个
月收入 1 万多元，极大地改善了家里的
生活条件。

工厂资金周转困难时，五姐妹就刷
信用卡，确保员工按时领到工资。邓利
琴说，下一步，姐妹们计划扩大生产规
模，进一步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稳定
职工队伍，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
定就业。

新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阳县
委书记郭力铭和原阳县县长王保明，多
次到服装厂调研，支持五姐妹把企业做
大做强。2019年底，邓利琴被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共青团河南省委等三部门联
合授予“农村致富带头人”称号。

原阳县“五朵金花”创办服装厂
带动600多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王晨光 赵晴 文/图）1 月 14 日，长垣市
举行颁奖仪式，对 2019 年度“最美长垣
人”“长垣志智双扶人物”进行表彰。

仪式现场，长垣市有关领导为付向

民等 10 名“最美长垣人”、王亚奇等 10
名“最美长垣人提名人物”、付凤云等10
名“最美长垣人优秀人物”以及10名“长
垣志智双扶人物”颁奖。“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书写了人间真爱，他们用自己的美

感动了无数的人。”观众们纷纷表示，这
些来自基层的“最美长垣人”用凡人善
举、责任和担当撼动人心，温暖着长垣
这座小城。

长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卢立松
说，过去的一年，该市以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为契机，举办了“我和我的祖
国”国庆文艺晚会、万人红歌快闪、职工
合唱比赛等系列活动；成功举办首届中
原（长垣）厨师大会、首届“体彩杯”全民
龙舟大赛、2019“卫华杯”长垣国际马拉
松赛等一批重大活动；成功通过全国文
明城市复审，涌现出了以“最美长垣人”

“志智双扶人物”为代表的长垣先进群
体。特别是长垣成功撤县设市，完成了
由县到市的华丽转身。

卢立松表示，2020年该市将聚焦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县、
县域治理“三起来”示范县、全国百强县
的奋斗目标，凝聚长垣发展的强大合
力，为谱写新时代长垣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而努力奋斗。

长垣市表彰2019年度“最美长垣人”

河南商报讯（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张文哲 何书乾）1月 15日，河南商报记
者从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电网开放日”
上了解到，春节期间，新乡将有 1600 余
名电力员工在岗保电，确保春节期间电
力安全可靠供应。

据介绍，2020 年春节期间，预计新
乡电网最大供电能力为 505 万千瓦，供
需盈余 150万千瓦，盈余比 42.3%，整体
供电能力满足供电需求。但结合外来
务工人员返乡以及寒潮带来的取暖负
荷增长等多重因素，部分时段局部供电

设备可能会出现短时重载现象。为此，
新乡供电公司按照“一线一案、一村一
案、一台区一案”的标准，制定差异化运
维策略和保障措施，全面落实抢修人
员、生产车辆、应急电源、抢修设备等，
安排 1600余名抢修员工、379辆应急抢
修车、12 辆应急发电车、89 台应急配电
变压器，24小时做好抢修应急准备。分
区域、分台区建立“用电服务保障微信
群”，缩短与客户信息传递途径，实时了
解和解决客户问题及满足客户需求，全
方位做好春节期间优质服务工作。

除此之外，新乡供电公司已经完成
19 个 220 千伏变电站、21 个市区 110 千
伏变电站巡视工作，完成21条重要铁路
电源线路及 76 个重要跨越区段线路特
巡工作，并对配电设备全面开展了带电
测试，确保供电线路和设备以最健康的
状态，应对春节高负荷和低温寒流天气
双重考验。春节期间，新乡供电公司还
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负荷预
测，科学研判春节期间电力平衡形势，
优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电网在春节期
间以最佳的状态运行。

春节期间 新乡1600余名电力员工将在岗保电

2020 年 1 月 10 日，申姓委员会
年会暨“申姓文化贡献奖”“申姓孝
贤”“申家好媳妇”颁奖大会在郑州
中原商贸城召开。

本次评选活动自 2019 年 8 月启
动以来，经过基层推荐、县区选拔、
市级审核、考评小组依照《评定标
准》考核等程序，遴选表彰“申姓文
化贡献奖”个人94名，“申姓孝贤”个
人44名，“申家好媳妇”10名。

中华姓氏文化寻根之旅归心工
程组委会（河南）联络处执行主任王
杨帆、郑州市侨联领导曾德聪应邀
为获奖代表颁奖。

本次评选表彰活动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促进
全体申姓人团结凝聚的健康文化活
动，今后将年年持续开展下去。

大会提出倡议，各地宗亲会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掀起孝贤文化复
兴热潮，为共建和谐、文明社会做出
申姓人的贡献。

（宋向好）

1 月 13 日下午，“感恩同行 携
手共赢”2020 新亚集团新春答谢
会在河南永和铂爵国际酒店隆重
举行。

河南新亚集团总经理时晓莉
说，2019年是新亚创新产业园的收
获之年，园区相继迎来了乾坤检测、
灵石科技、积云教育、河南博洽、美
国哈斯数控、中汽实业、中升集团、
翔驰荟蓝保集团等行业内实力强企
的入驻。截至目前，入园企业达 80
余家，其中有省级科技型企业 8 家、
高新技术企业6家、上市或上市控股
投资公司15家。

自 1998 年成立以来，新亚集团
已从最初的钢铁贸易公司，发展为
一个集产业地产开发运营、钢铁贸
易、酒业三大核心业务于一体的多
元化集团公司。其斥重资打造的产
业综合体项目——新亚创新产业
园，产品形态涵盖企业独栋、5A 写
字楼、高端酒店、全装公寓。目前，
一期 8 万平方米企业独栋总部区、
1.6 万平方米精装公寓已全部完成
开发建设并投入使用，在建项目 6
万平方米、80 米高的地标双子塔已
封顶。

（孙益锐）

全国申姓委员会
年会在郑州举行

新亚创新产业园
入园企业已达80余家

“最美长垣人”颁奖晚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