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生有 独臂托起幸福梦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9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根据《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省人社

厅现公布2021年第二批拖欠农民工

工资“黑名单”，以警示和震慑劳动保

障违法行为，加强对拖欠工资违法失

信行为的惩戒，进一步维护劳动者合

法权益。

具体名单如下：洛阳禾良轴承配

件有限公司、洛阳市宜阳建安工程有

限公司、洛阳茂旺商贸有限公司、河南

鑫隆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安阳市昌泰

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河南永磊建筑有

限公司、河南创炜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济源市王屋镇林下养殖场、无锡

威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牛长建。

本报讯（记者杨青）7月19日，记

者从省人社厅获悉，根据《重大劳动保

障违法行为社会公布办法》，省人社厅

公布了2021年第二批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以加强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

为的惩戒，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促进用

人单位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

章，进一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具体违法案例如下：河南隆兴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拖欠劳动报酬案、北

京普绿通生物肥料有限公司拖欠劳

动报酬案、卢氏仁和医院拖欠劳动报

酬案、河南新锦鑫纺织有限公司拖欠

劳动报酬案。

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公布

一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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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占坤郝雪汝

李花芹，安阳市龙安区马家乡赵河

村的一位普通村民，曾经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近年来她凭着手擀面“擀”出来了

好日子。

“亏得驻村干部给俺出主意、想办

法，让俺卖手擀面养家糊口，并逐步脱

了贫、有了稳定的收入。”7月19日，71

岁的李花芹说，2020年，她纯收入达2

万多元。

李花芹老伴走得早，孤身一人，有

个头疼脑热也没人照顾；住的房子，外

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仅有的一点耕

地，也是靠天收成……看到李花芹的困

境，驻村干部帮她争取资金整修地面，

修缮房屋，还给她装上了净水器，想尽

一切办法帮她早日脱贫。

赵河村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时常

有人到这里自驾游，但因地方偏僻，没

有农家乐和民宿，游客饿了吃饭比较困

难。对此，驻村干部多次鼓励并支持李

花芹发挥特长，擀面条、卖手擀面，这样

既能方便游客就餐，又可以增加收入。

说干就干。2016年10月，李花芹

的“手擀面”开张。李花芹做生意热情

实在，做的手擀面条筋道爽口、卤子就

地取材，浓郁鲜香，客人吃上一碗，赞不

绝口。大家一传十，十传百，来游玩吃

饭的人还真不少。

“这手擀面，俺从小到大擀了几十

年，真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能靠它赚

钱。”李花芹边说边乐呵呵地笑，“这些

年，村里道路重修，古寨门翻盖一新，老

房子修缮，老石墙勾缝，新建了集中照

料中心、文化大舞台，安装的路灯比月

光还亮，以后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李新涛
段涵菲）“凡吃拿卡要的员工，一律开除；凡

请客送礼的客户，一律不贷！”7月17日，漯

河市郾城区农信联社理事长姚明接受记者

采访时，首先提到了市农信办给各联社立

下的“万人助万企”铁规。“万人助万企”活

动开展以来，漯河市农信社新增贷款投放

30.7亿元，以实际行动推动企业稳健发展。

据悉，漯河市农信社将“万人助万

企”活动与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践行

“为民服务解难题”，第一时间组织人员

对接企业开展深入调研，摸清企业基本

情况，了解企业需求，针对性地开展帮

扶。在加大贷款投放力度的同时，利用

省联社推出的四个续贷产品，积极帮助

小微企业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有效降低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河南金囤种业有限公司就是漯河市

农信社金融支持粮食产业化联合体发展

的典型案例。去年3月25日，漯河市召陵

区农信联社得知该公司收购玉米种子共

需6575万元资金，多方筹集后仍有300

万元缺口时，当即派人上门服务，从调查

到发放3日之内为公司解了燃眉之急。

“联社的工作人员前天还主动到我

们公司走访了解需求，给我们提出了在

原来利率的基础上让利1.45个百分点，

有效降低了公司的融资成本。”该公司董

事长崔振华提及农信社的信贷服务感叹

不已，他称农信社是“服务最好，效率最

高”的金融部门，最多时给公司投放

1400多万元的贷款。

正是在召陵区农信联社的帮扶下，

河南金囤种业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集科

研、生产、加工、经营于一体的科技型种

子企业，建有8万亩种子繁育基地，常年

承担我省农作物区域试验，公司培育的

“囤麦127”达到亩产801.6公斤，为区域

粮食稳产增收作出了积极贡献。

按照漯河市农信办的部署，各县

（区）联社依托“党建+金融”，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契机，增户扩面，践行普惠金融，

大力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帮助企业

解决难题，坚持助企纾困解难，为企业提

供最优质、最贴心的服务，缓解企业融资

难问题。目前，已支持111户小微企业。

与此同时，围绕漯河市委、市政府

“三链同构”这一核心思想，全市农信社

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开展金融深度合

作，让金融“活水”流进农业产业链、价值

链、供应链。目前，全市农信社已授信漯

河市舞莲面粉、金囤种业、石磨坊、美宜

佳8家粮食产业化联合体龙头企业，总

金额达9700万元，真正按照“宜户则户、

宜场则场、宜企则企”的原则，对全市合

作社、联合体进行全产业链支持。

记者了解到，截至6月底，漯河市农

信社存、贷款分别突破373亿元、207亿

元，新增贷款市场份额在全市金融机构

中占47%，增幅在全省农信系统排名第

二，存贷款市场份额和新增市场份额均

居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

“当前，我们按照省联社和市委、市政

府‘万人助万企’活动要求，正在持续做好

对接企业的跟踪帮扶，力求获得实效让企

业满意，把农信社打造成全市服务城乡力

度最大、普惠性最强的金融机构。”漯河市

农信办党组书记张晨光说。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通讯员李娟陈
静）7月16日，新乡市金融工作局、卫辉市

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万人助万企”金融助

力地方经济——银企恳谈会，充分发挥政

府牵线搭桥作用，促进银企合作。

“开展万人助万企活动是党史学习

教育‘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新

乡市副市长窦杰表示。

会上，新乡市8家银行与卫辉市22

家企业进行了签约活动，签约意向资金

达9.04亿元，有效破解了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进一步提升

金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增强金融

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万人助万企”活动开展以来，卫辉

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省、新乡市

会议精神，把“万人助万企”活动作为稳

定经济运行的重要举措和解决企业发

展痛点、堵点难得的机遇来抓，各项工

作稳步有序开展。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宋飞）7

月19日，河南省融资担保行业“万人助

万企”活动动员会议在郑州召开。

活动现场，中原再担保集团、平顶

山银行、固始县政府与企业代表现场签

订了专项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的“振兴

贷”项目合作协议，对河南星伟智能建

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中小微企业

担保授信1200万元。此次活动由中原

再担保集团、河南省融资担保业协会主

办，是河南融资担保行业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万人助万企”活动决策部

署的具体行动。

“中原再担保集团和平顶山银行计划

年内提供2亿元专项担保贷款支持大别

山革命老区发展。”中原再担保集团总经

理刘向东介绍，本次签约是中原再担保集

团携手金融机构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的

具体举措，也标志着我省融资担保行业贯

彻落实“万人助万企”活动全面启动。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占坤郝雪汝

“右臂残缺，却能振臂一呼，高举起

脱贫攻坚的熊熊火炬；右腿不便，却能带

领村民大踏步走上致富之路。他是残疾

之躯，又是奋斗之身，他夙兴夜寐，慷慨

解囊，带领村民修路开渠，植树造林，打

造绿水青山，赢得金山银山。盘龙山，这

个昔日的穷山恶水，今日成为远近闻名

的名山胜水。他就是‘中国好人’，红旗

渠的儿女——王生有。”这是2017年12

月河南十大年度扶贫人物推介组委会给

予王生有的评价。

2013年，王生有担任林州市任村镇

盘龙山村党支部书记，自此以来，他带

领110户、300多名盘龙山村群众，谱写

了一曲脱贫攻坚、致富奔小康的幸福之

歌。

7月19日，记者走进盘龙山村合作

社，花椒的气味扑鼻而来，这里地势偏

高适合花椒生长。以前，因交通闭塞，

花椒很难大量运出山。这几年，崎岖蜿

蜒的盘山路修好后，花椒成了山里的

“金果果”。

2017年，在帮扶单位林州市纪委监

委的帮助下，盘龙山村成立了农林牧种

养农民专业合作社，专门负责收购老百

姓的花椒及其他农产品。2019年，合作

社新购置了两台花椒烘干机，村民可以

直接把从树上摘下来的湿花椒拿到合作

社来卖，省去了自己晾晒的工序。2020

年，盘龙山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了20万

元，农民人均收入1.68万元。如今，盘龙

山村的大红袍花椒走向了全国各地，优

良的品质得到市场认可，乡亲们的钱袋

子越来越鼓，干劲儿越来越大，日子越过

越红火。

2020年以来，盘龙山村“两委”投资

30万元，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建设

了土鸡散养扶贫基地，发展林下散养土

鸡项目，带动村民致富。“花椒树下养

鸡，现在俺村的土鸡蛋可是热销货，供

不应求。”王生有自豪地说。

如今，盘龙山村已成为太行山深处

一颗璀璨的明珠，干部群众在王生有的

带领下巩固脱贫成果、推进全面振兴，

走向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明天。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秦莉萍文/图

安阳市殷都区曲沟镇东彰武村是安

阳市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去年全村工业

总产值超过10亿元，在企业就业的村民

600余人，全村拥有各种汽车1000余

辆。

7月19日，安阳市人大代表、东彰武

村党支部书记张广庆说：“我们村富裕得

益于工业发展，工业发展增加了村集体

收入，同时又反哺农业，实现了工业、农

业齐发展，农村越来越兴旺。”

2020年，东彰武村集体经济收入57

万元，人均收入1.6万元，今年集体经济

收入将突破100万元。张广庆介绍，村

里主要以铁合金、商贸物流为主导产业，

现有企业18家，其中限额以上企业6

家。这些企业的发展给村集体经济收入

奠定了基础，也给小康村建设增添了实

力。

2014年到2016年，东彰武村建起

了全省第一个远离市政管网而实现集中

供暖的东彰武新社区，13栋楼房，让378

户农户搬进了新居，过上了不亚于市区

居民的幸福生活。

“农业是咱们农民的本分，现在发展

农业不能家家户户单打独斗，要集约发

展，要发展特色农业。”张广庆说，东彰武

村现有农户 985 户，3020 口人，土地

1798亩。2019年4月，东彰武村注册成

立了村、社、户一体的安阳秋丰种植专业

合作社，村集体牵头注册法人，注册资金

1000万元，流转土地600余亩，安排就

业120人，在务工就业上优先使用低保

户、“五保”户中的劳动力。

现在，合作社的6个蔬菜大棚内，绿

油菜、菊花菜、快菜等十余种盆栽蔬菜，

长势喜人，绿油油一片。负责大棚生产

的村党支部原副书记杨秀英说：“俺这6

个大棚的盆栽蔬菜可是真真正正的无公

害蔬菜，品质好，不仅供应市区的许多饭

店，不少市民也在我们这儿下订单，春节

前后更是供不应求，一年下来每个棚收

益在5万元左右。”

张广庆说：“这6个蔬菜大棚带动了

全镇38户脱贫户和11户低保户增收。

目前还有13栋大棚正在加紧续建，村里

的275亩花木苗圃和140亩四季果园，

已初步搭建起了现代观光农业的架构。”

曲沟镇党委书记李爱文说道：“乡村

振兴要突出个性，打造独特风格。东彰武

村是曲沟镇的现代农业示范点，我们以点

带面，争取全镇17个行政村各具特色，全

力谱写曲沟镇乡村振兴新篇章。”

□本报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王占坤郝雪汝

郭永卫是汤阴县任固镇赵庄村

人。2006年，24岁的郭永卫在打工时

意外受伤，导致高位截瘫。当病痛还在

折磨他时，结婚半年的妻子也离他而

去，生活的打击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

曾一度让他失去了生活信心。

但生性坚强的他并没有就此消

沉。郭永卫翻来覆去读了十几遍《钢铁

是怎样炼成的》，他从主人公保尔·柯察

金身上找到了奋斗的力量、看到了希

望。接着他又阅读了《巴黎圣母院》《悲

惨世界》等名著。

“在读书过程中，我有了表达的欲

望，就想自己写书，既鼓励自己也鼓舞

别人。”7月19日，郭永卫说。

“这个笔是他自制的。刚开始他写

的字儿都不像样，而且写一会儿手就开

始发抖，写不下去。后来，他就弄了个笔

杆点手机，笔在手指头缝里夹着，虽然

慢，但写成了。”郭永卫的母亲牛保芹说。

当有了灵感，郭永卫就用铜丝笔写

到手机里，像编写短信一样。当时手机

的内存很有限，他随后还得对着手机誊

写到本子上。誊写的过程也是修改的过

程，修改完成后，他才会用两只手夹住竹

竿一点点慢慢地把书稿敲到电脑里。

第一遍文稿郭永卫写了10万字，

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修改的时候

发现，这10万字有很多地方写得不太

好，就把手稿推翻，重新开始写。”精益

求精的郭永卫把重点放在阅读和认真

研究写作方法上，边写边学，又用了两

年，将10万字的初稿扩展到18万字。

2018年，郭永卫的小说《逃亡》小

规模出版。拿到自己写的书，郭永卫淡

然了许多。用他的话说，给这本书取名

《逃亡》，不是真的要逃亡，而是告诫自

己，不能做命运的逃亡者，要坚强地活

下去。

2020年年底，在党的扶贫政策帮

扶救助下，郭永卫全家3口人顺利实现

脱贫，人均纯收入7100元。对未来的

生活，郭永卫充满信心：“我要继续阅

读，不断创作下去，让自己的人生不留

遗憾，在小康路上不掉队。”

东彰武村以工哺农路子宽

亲手“擀”出好日子
李花芹

不让人生留遗憾郭永卫

漯河市农信社 投放30亿元贷款推动“万人助万企”

卫辉市破解企业融资难

2亿元专项担保贷款
支持大别山革命老区发展

7 月 18 日，

在汝阳县小店镇

付庄村集体经济

集中共建项目，

瓜农在大棚里移

栽甜瓜苗。该村

实施“党支部+公

司+农户”模式，

发展西瓜、甜瓜

等订单农业，增

加村民经济收

入。康红军摄

东彰武村安阳秋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内，绿油菜、菊花菜、快菜等十余种盆栽蔬菜，长势喜人，每个棚年收益5万元左右。

安阳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郝天）7月19

日，由省委组织部、省农业农村厅共同

主办的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党委书

记培训班（第二期）在中共农业农村部

党校开班，来自全省各地的54名乡村振

兴示范乡镇党委书记将接受为期5天的

集中培训。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王承启，中共农业农村部党校副校

长李科健，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

徐启富共同参加了开班仪式。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承启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视

察指导河南工作，参加全国“两会”河南

代表团审议，每次视察必看“三农”，每

次讲话必讲“三农”，要求河南做好“三

农”工作，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业强省

目标。今年新颁布的《乡村振兴促进

法》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加强

乡镇人民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能力建

设，把乡镇建成乡村治理中心、农村服

务中心、乡村经济中心。乡镇党委书记

是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骨干，是乡村振

兴各项政策落实落地的关键环节，在这

个时间节点上进行乡镇党委书记示范

培训意义十分重大。

据了解，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既有理论授课、也有案例教学；既

有现场体验、又有经验交流。农业农村

部司长围绕乡村振兴重点任务、乡村产

业发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

解读，帮助学员更好地把握乡村振兴的

政策方向，适应发展新需要；江苏省南

通市常乐镇、浙江省建德市乾潭镇、我

省新乡市冀屯镇、驻马店市兴和镇等乡

镇党委书记结合发展实际从党建引领、

美丽乡村等方面进行交流分享，为学员

提供省内省外更多的发展思路和模

式。培训期间，还将组织多次结构化研

讨，为乡镇党委书记搭建交流学习的平

台，畅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困惑需求

和经验做法。

参加培训的乡镇党委书记纷纷表

示，此次培训来得及时，办得用心，给了

基层干部一次难得的思考和提升的契

机。社旗县李店镇党委书记耿松颖说，

一定要珍惜此次培训机会，专心上课，

积极交流，带着本地区的实际问题、实

际情况进行学习思考，努力做到有所

学、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为河南乡

村振兴作出应有贡献。

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党委书记培训班
在中共农业农村部党校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