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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难是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
瓶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关键还在合作社自
身。要充分利用一切资源，而不是等靠要，才
能真正改善融资难的困境。”河南科技学院种
子经营与管理教研室主任石晓华如是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长垣县金秋百丰
合作联社理事长李瑞领等人的合作社尽管
也遭遇资金瓶颈，但借用李瑞领的一句话：

“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但只要有墙拆，说明
咱合作社还有发展潜力。”在当前合作社亟
待发展和贷款不易的情况下，他们的做法或
许可以给其他合作社一些启示。

抱团发展共享资源

李瑞领的合作社并不算大，在长垣县，
像他这样规模的合作社还有上百家。在经营
四处碰壁的情况下，他想到了成立联合社。

“小型合作社很难与大企业、大市场形成对等
交易，社员的利益不太容易实现最大化，只有
抱团发展才能合作共赢。”李瑞领说。

于是，由李瑞领的金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牵头，联合当地 5 家种植合作社成立了金秋
百丰种植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目前联合社成
员已发展至 13家。李瑞领说：“并不是每个合
作社都能进来，要有一定固定场所，要有自己流
转的土地和主打产品才行。如果不设限制，太
多合作社涌入，会拉低联合社的运作效率。”

李瑞领的联合社成立后，成员间通过互
保的方式可以从银行申请到部分贷款解决
燃眉之急。去年联合社分成 4 组，每组联
保，使每个合作社从当地邮政储蓄所申请到
了 5 万元贷款。

荥阳市联合养猪专业合作社是我省第
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目前吸引了 23
个养猪专业合作社加入，带动养殖户 1064
家。联合社成立了专门的生产和技术部，负
责各合作社的生产、技术和防疫，社员不仅

不花一分钱，而且每次参加培训还能领到 10
元的误餐补助。联合社成立以来，已为社员
增收 100 多万元，用联合社社长鲁百顺的话
说：“联合养猪，让红利滚滚来。”

多种经营最大限度创收

在金秋百丰的产品展览室里，石磨面
粉、赵堤大米、红提葡萄、小杂粮等合作社产
品摆满了一屋。“合作社虽然资金欠缺，但不
能等靠要，要自谋发展。”李瑞领坚定地说。

联合社成立初期，8 家合作社每家出资
2000 元买了 6 台石磨面粉机，办了一个石磨
面粉厂，注册了自己的品牌。一盒面粉成本
价 50 元，联合社售出 55 元，多出的 5 元用于
联合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如果社员有门路
销售，出厂价为 60 元，另多出的 5 元用于股
份分红，现在一年每个合作社可以得到 2 万
多元的年终分红。

种葡萄、种甘蔗、办面粉厂……多种经
营让合作社在融资不易的情况下自谋生路。

相比金秋百丰的多种经营，荥阳市联合
养猪专业合作社的规模则更大。它依托河
南百顺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龙头企业带
动，在资金、技术、信息、销售各方面为联合
社成员创造便利与收益。在联合社的协调
下 ，购 买 饲 料 的 价 格 从 每 吨 2650 元 降 至
2600 元；与河南双汇肉联厂达成生产销售协
议，双汇按高于市场价收购合作社饲养的生
猪，由每公斤 13.4 元升至现在的 13.8 元。

“目前，许多合作社都采取了‘农户+合作
社+龙头企业’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龙头企
业带动的资源优势，不仅可以在生产培育、销
售运输、资金管理上实现效益最大化，在银行
信贷方面更能提高合作社贷款效率。”省社科
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生秀东说。

资金互助多方融资

据李瑞领介绍，目前联合社中有 4 家市

级示范社、6 家县级示范社，每年长垣县财政
都会拿出至少 90 万元专项资金，以低利息
借贷给效益较好的部分示范社。去年，他就
争取到了县财政 10 万元互助资金。

“长垣县目前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比较重视，有很多奖励政策，激励我们合作
社更好地发展。”李瑞领说。

荥阳市广武大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振
峰告诉记者，他今年也积极争取国家扶持，利
用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财政补助项
目申请了年产 4500吨大葱种植基地项目。

“一些合作社尝试下设互助金融机构或
成立农村资金互助社。”石晓华说，“农村资
金互助社在沿海一带，如江苏、浙江等地农
村流行较为普遍，目前我省尚在探索阶段。”

记者了解到，长垣县许多农民专业合作
社成立了资金互助社，资金来源包括县财政
专项资金、合作社社员自愿缴纳的互助资
金、社会各界无偿捐助资金、资金收取使用
费收入和资金在银行的存款利息等。

“资金互助社也是依托合作社办的，合
作社聘请专业顾问指导运营。大家有闲置
的资金可以存进去收取利息。”李瑞领说，虽
然从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利率稍高于银行
借贷，但比从银行贷款手续简单，更方便些，
一些急缺资金的合作社也会考虑此种融资
形式。

对此，石晓华表示：“就目前来看，农户
对资金互助的需求强烈，但有关部门在政策
上并没有放开。我国涉农的金融结构较为
单一，民间金融发展尚不健全，必须加快农
村金融改革步伐。”③11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 通讯员
阎洧涛）设立在郑州市建中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胡大一心脑
病康复中心”有了专家免费坐诊
的时间表。4 月 17 日，记者从郑州
市卫生局获悉，“大医博爱专家志
愿者”专家团队初定于每月最后
一周的周六来该中心交流坐诊。

4 月 5 日，本报曾在头版报道，
为传承胡佩兰大医仁爱的精神，在
胡佩兰生前工作过的建中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胡佩兰爱心门诊暨
胡大一心脑病康复中心揭牌。在
当天的成立仪式上，国际欧亚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研所
所长胡大一教授表示，将协调由国
内 200 余名医学专家组成的“大医
博爱志愿者服务总队”，每月至少

安排 2名专家到建中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免费工作 1 天，他本人更会
经常来此义诊。

目前，部分专家前来开展健康
讲座及义诊的时间初步确定：4月
21 日~23 日，来自复旦大学公卫学
院的余金明教授将做相关方面的顶
层设计；4月 22日，来自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心血管专业的丁荣晶教授、
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的刘新灿教
授将开展戒烟、运动、心理处方培
训及社区现状基线调查康复培训；
5 月 31 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孙艺
红教授、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赵中
明主任，重点讲解高血压患者规范
管理；6 月 28 日，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刘玲教授、河南省中医学院刘新
灿主任举行健康教育、义诊。③10

本报讯 （记者栾 姗）4 月 17
日，我省单体面积最大的农业科
技示范园区——郑州中牟·国家
农业公园开园，致力打造成为郑
州、开封两地市民的生态“氧吧”
和休闲乐园。

郑州中牟·国家农业公园是
中牟县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先导区，占地面积 1 万亩，总投资
35 亿元，由欢乐农庄馆、农科快轨
馆、番茄迷宫馆、乐活园艺馆、梦
幻花香馆、百舸争流馆、未来农业

科普馆、精品农业展销馆 8 个场馆
组成，代表了河南现代农业的发
展方向，是集休闲观光、采摘体
验、旅游度假、健康养生于一体的
都市型现代农业休闲乐园。

当天，由园区内 15 家企业联
合承办的首届郑州中牟·国家农业
公园嘉年华同期开幕，通过举行农
趣摄影展、植物雕塑展、婚礼花卉
展、家庭园艺展等一系列互动活
动，集中展现河南农业“品种多、现
代化、科技化”的综合水平。③11

本报讯 （记者童浩麟）随着
2014 年 研 究 生 录 取 结 果 陆 续 公
布，今年河南大学民生学院学生考
取研究生成绩再获新突破，截至 4
月 16 日，学院学生考取研究生录
取率已超过 25%。

田俊杰是民生学院 2010 级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在
今年的研究生考试中，他以优异成
绩考入北京大学。在民生学院四
年，学院优良的教风学风给他的学
习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去年，民生学院出了一个“明
星宿舍”，一个宿舍 6 个女孩全部
考上研究生。今年，民生学院资源
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两个宿

舍的同学全部考上研究生，分别被
四川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
南大学等院校录取。

“ 虽 然 民 生 学 院 是 三 本 院
校，但是学院的师资队伍强、教
育质量高、学习环境好，我们很
荣幸选择了民生学院。”这是在
采 访 过 程 中 几 位 同 学 一 致 表 达
的心声。

“多年来，学院着眼于内涵发
展，注重培养质量，紧紧抓住教学
中心地位不放松。”民生学院院长
李文山说，“今后，学院将进一步提
高育人质量，通过营造浓厚的学
术、学习氛围，为学生成长成才创
造更好的条件。”③12

本报讯（记者杨玉璞）牡丹飘
香之际，洛阳书院教育文物展在
洛阳白马寺释源美术馆展出。此
展全部为实物，共展出古代书院
古籍资料、科举考卷、学子的课业
和 书 院 与 佛 教 相 关 资 料 等 共 计
200 余件。

据展览主办方介绍，唐玄宗于
公元 724 年在洛阳福门外修建的

“丽正书院”，翌年改名“集贤书
院”，是当时著名的书院之一。古
代书院与寺庙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书院的管理运作从一开始就是

模仿寺院的禅林管理制度。此外，
宋代程朱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还
在洛阳城南的鸣皋镇建立了伊皋
书院著书讲学。

这次展出的 200 余件文物，系
统反映了中国古代书院和洛阳书
院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中国
教育史的展览。站在洛阳这片古
老的土地上端详展品，恰似用灵魂
与古人隔空进行的深情喊话。此
展为聚协昌博物馆与洛阳白马寺
联袂举办，展览将于 4 月 30 日结
束。③10

本报讯 （记者郭海方）交通协管员、社
区协理员、绿化保洁员……随着就业工作力
度的加大，作为对就业困难群体实施就业救
助重要手段的公益性岗位，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人们身边。怎样确保公益性岗位这一新
生事物健康发展？记者 4 月 17 日获悉，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下发《河南省公益
性岗位管理暂行办法》，公益性岗位的开发、
使用和管理将更加规范有序。

6类特困人员可申请公益性岗位

《办法》指出，公益性岗位是指由政府出
资扶持或通过社会筹集资金开发，以安置就
业困难人员为主，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
服务性岗位和协助管理岗位，重点安置就业
困难人员中的特困人员，包括：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4555”人员（女性满 45 周岁以上，
男性满 55 周岁以上）；登记失业的城镇零就
业家庭人员中的“4050”人员；登记失业 1 年
以上的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中

的“4050”人员；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城镇参
战退役士兵、参加核试验军队退役人员以及
残疾退役军人中的“4050”人员；登记失业 1
年以上的烈士家属中的“4050”人员；毕业两
年内未就业的城镇低保家庭、孤儿、残疾人
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在进入公益性岗位安置
前，应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
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三个月内要为
就业困难人员提供不少于 3次的就业服务，并
在《就业失业登记证》上予以记载，仍不能实现
就业的，可作为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就业困
难人员无正当理由，连续 3次拒绝接受介绍的
工作的，不作为公益性岗位安置对象。

《办法》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公
益性岗位开发作为政府建立健全就业援助
制度的一项基本措施，实施目标考核。人社
部门根据本级政府的就业目标编制公益性
岗位年度开发计划，做好公开发布招聘信
息、组织报名、资格审查、拟用公示、办理手
续等工作。公益性岗位实行动态管理，公益

性岗位就业人员正常退出后新空出的公益
性岗位，全部用于招聘符合岗位要求的就业
困难人员。

劳动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使用公益性岗位的用人单位应当与公
益性岗位就业人员依法订立公益性岗位劳
动合同，合同期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 3 年。
实行劳务派遣的，由劳务派遣公司与就业人
员订立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足额支付公益性岗
位人员劳动报酬，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劳动报
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非全日制公
益性岗位按小时最低工资标准计算）。公益
性岗位人员发生工伤事故后，按照工伤保险
相关规定执行。

建立公益性岗位就业信息服务系统

公益性岗位人员享受政策到期后要严

格按照规定从岗位上退出。其中工作称
职、表现优秀的人员，用人单位可以按照平
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与其订立新的劳
动合同。

公益性岗位人员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
就业的，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自然
终止的，无正当理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非本人完成工作另找他人顶替的，非法取得
公益性岗位资格的，有违法行为或严重违反
用工单位管理制度的，及其他法定情形不适
宜继续工作的，可解除劳动合同。

人社部门要建立公益性岗位人员数据
库，实行实名制管理，对不合格的用人单位
取消设置公益性岗位用人资格，对违反政
策上岗的取消其上岗资格，并追究相关责
任。

人社部门、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要联合
建立公益性岗位就业信息服务系统，分门别
类公布公益性岗位的开发和使用情况、在岗
人员出勤和工作情况，方便公众查询和监
督。③10

胡大一心脑病康复中心
推出专家坐诊时间表

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开园
打造郑汴市民的生态“氧吧”和休闲乐园

河大民生学院学生
考研录取率再创新高

洛阳书院教育文物展
在白马寺举办

抱团发展“解渴” 多种经营创收 资金互助“除困”

合作社发展大有“钱”途

■关注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难（下）

调记者 查查

□本报记者 张向阳 刘晓波 郑兴华

《河南省公益性岗位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面向特困群体公开招聘

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研究院院士、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
张振福的泥塑作品
具有浓郁的乡土风
情，30多次获得国内
外大奖，还作为国礼
赠送给12个国家驻
华大使馆，使得张振
福成为国内闻名的

“泥人张”。⑤4
田维国 摄

泥塑颂乡情

▶沈丘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投资 2.1亿
元建成综合行政服务中心，46家县直单位集
中入驻，企业服务和便民服务更加快捷便
利。在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注册公司的群众
从咨询到办结在一个窗口就可全部搞定 (4
月 17日摄)。⑤4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中原内配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内，第三期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年产 1300万只新
型节能环保发动机气缸套和 5000万片发动机轴瓦，成为汽车发动机核心部件模块化生产基地。图为
4月 17日，该公司技术人员正在调配设备。⑤3 王 铮 郭增强 摄

张振福正在制作泥塑（4月 15日摄）。

张振福的人物作品活灵活现，富有神韵。

CFPCFP供图供图

产业集聚区的

服务与创新

资金互助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