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张晓晨）12月10日，洛阳市伊滨区与北京

华乐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洛阳音乐之城

文化工程“伊滨音乐产业带”，依托洛阳深

厚的音乐文化资源，结合伊滨现有资源条

件，联合正在建设中的洛阳市文化艺术中

心，将伊滨区打造成为时尚与传统兼具、

潮流与古典并存的“音乐之城”。

该项目的实施将填补中部地区音乐

产业及文化工程项目空白。项目整体谋

划，分步实施，力争3年内建成国家级音

乐产业示范区。

洛阳音乐之城文化工程“伊滨音

乐产业带”包括袁沟音乐主题特色文

旅小镇、中部乐谷音乐智造产业园、中

国洛阳搜声音乐节、音乐学院、音乐公

园、国际青年音乐周系列活动等，其中

袁沟音乐主题特色文旅小镇项目将把

音乐元素融入乡村振兴产业。中部乐

谷音乐智造产业园是“文创+文旅+工

业智造”的融合创新项目，属于国内领

先的新兴智能化音乐产业园区，项目的

实施将填补中部地区文旅文创产业化

发展的空白，助力洛阳国际旅游名城和

青年友好型城市建设。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田春雨刘
天鹏）“在县帮企干部的帮助下，今年外销

针织品330万件，产值3亿多元。”12月3

日，在西平县嫘祖服装新城蚕神源服饰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伴着近2000台全自动

电脑针织机的“哒哒”声，公司负责人吴海

波高兴地说。

“全周期贴心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出

优质环境。”吴海波说，9月份，由于缺少缝

盘套口工，产能受到影响，帮企干部了解

情况后，通过产业集聚区和各乡镇（街道）

劳保所，组织100多名学员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的集中培训，有效解决了企业缺少熟

练工问题。

“新引进或现有企业新上固定资产投

资5000万元以上或外资项目700万美元

以上、符合西平县主导产业的工业项目、

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等项目，给予用地、财政、金融等多种优惠

政策。”西平县县长侯公涛说，针对当前服

装产业园用工紧缺的问题，该县正在积极

推进“缝盘下乡”等专项招工活动，并聘请

资深讲师进行全方位培训，着力提升员工

素质和技术能力。截至目前，该县拨付资

金37.478万元，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提

升培训班10期，培训504人次，开展创业

培训52人。

项目建设是一个地方发展的“牛鼻

子”，重大项目则是经济发展的“生命

线”。今年以来，该县县处级领导干部带

队开展招商活动30余次，赴长三角、珠

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开展产品推介、专项

招商活动10余次。1月~7月，西平县项

目建设在驻马店市综合排名第一。9月

初，在驻马店市第四次招商引资集中签

约仪式上，投资6.5亿元的河南新领域、

投资1亿元的嘉兴居旅、投资20亿元的

大唐新能源光伏发电等服装加工和新能

源产业重大项目落户西平，为西平县域

经济注入了强劲动能。据相关部门统

计，今年前三季度，该县生产总值完成

210.8亿元，同比增长9.2%；1月~10月，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9%，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12.5%。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是西平县锚定“两

个确保”、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真抓实

干、苦干巧干的结果。今年年初，西平县

就召开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动员大会，成立

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西平县委、县

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对接重点项目。9

月，该县第十三次党代会刚一闭幕，就成

立了以县委书记任政委、县长任指挥长的

“工业振兴工程建设指挥部”，朝着建成全

国最大的畜牧养殖机械装备生产基地、中

部地区最大的针织服装生产基地和中部

地区最大的新型包装材料生产基地的奋

斗目标铿锵奋进。

“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攻坚行动和集聚

区（开发区）提质增效行动，持续在‘做大

产业’‘做实项目’‘做优平台’三个方面精

准发力。”谈及下一步工作目标，西平县委

书记李全喜满怀信心地说，“严格落实‘三

个一批’要求，围绕纺织服装、机械装备制

造等主导产业，聚焦签约、开工、投产三大

关键环节，压实‘五化’工作法，坚持资金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保障围绕项目转，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拉动高效率投资，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

12月14日，爱心人士周建平把价值20000余元的棉衣、口罩和教学用品捐赠给尉氏县门楼任乡闫前小学，该校师生冬日

里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李新义摄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

吴会菊）12月12日，汝阳县柏树乡红薯储

藏分拣中心的工人在认真分拣、包装“柏

薯香”西瓜红红薯，这些红薯将进入北京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为北京市民的

盘中餐。

柏树乡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有独特

的气候条件和珍贵的富硒土壤，有种植红

薯的传统，素有“汝阳红薯小镇”美名。近

年来，柏树乡与河南科技大学合作，建成

了枣林红薯育苗产业园，先后引进烟薯

25、普薯32、商薯19等新品种，发展脱毒

红薯2.2万亩。

柏树乡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与北京

市场深化合作，用最好的种苗、细心的管

理、科学的技术，生产最好的商品红薯，丰

富首都市民餐桌。

本报讯（记者李海旭）12月15日，

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联合举办2021年

河南“最美职工”发布仪式。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李公乐为“最美

职工”颁发荣誉证书和奖杯，省总工会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寇武江出席仪式。

发布仪式上，现场播放的视频短片

讲述了张鹏程、史素玲、刘金玉、王培、王

光辉、吕效果、白仕琦、赵海雷、杜莉、杨

旭恒等10名“最美职工”的事迹和工作

生活感悟。他们中有刻苦钻研，不断创

新，扎根偏远煤矿、深山气田的技术能

手；有甘受清贫，默默奉献，多年如一日

坚守三尺讲台的乡村教师；有危急时刻

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保卫一方平安的人

民警察；有远赴异国他乡，为中非友谊

“铺路架桥”的项目经理；有研制大国重

器、勇攀科技高峰的青年工程师；有宁愿

一人脏、换来万家洁的环卫工人；有展现

央企责任担当，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的中

原大工匠；有视患者如亲人，奉献在护理

岗位的白衣天使……他们在平凡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智慧和汗水谱

写了“中国梦·劳动美”的崭新篇章。

据介绍，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以榜样的力量引导和激励

全省职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贡

献智慧和力量，今年3月份开始，省委宣传

部、省总工会联合组织开展了选树宣传河

南“最美职工”活动。活动历时9个月，经

宣传发动、推荐申报、评审公示，从全省各

行业各条战线选出了10名“最美职工”。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赵少
辉 张园园）“创业担保贷款帮我解决了

大难题，让我在家乡创业带领群众致富

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2月14日，濮阳县

子岸镇沙窝村创业青年孙杰行说。

今年23岁的孙杰行大学毕业后回

乡创业，但因缺乏创业资金一筹莫展。

这时，濮阳县人社局及时向他伸出了援

助之手，协调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为他

发放免担保贴息创业贷款45万元。有

了创业资金，孙杰行开始承包土地，发展

优质葡萄和水果玉米种植，还建起35个

连栋大棚和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并注

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今年以来，濮阳县把创业担保贷款

作为稳就业、促增收的重要抓手，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和“万人助万企”活动，推进创业担保贷

款工作稳步开展，解决群众自主创业发

展的资金需求，为群众创业“输血供氧”。

濮阳县积极探索扩大扶持对象，在扶

持高校毕业生等十类人员基础上，将村

“两委”班子成员、农村党员等创业人员以

及各类市场主体全部纳入扶持对象，开展

“先锋贷”。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两委”班子以外人员，按上年度本地

农民可支配收入的10倍、8倍、6倍授信

贷款和担保额度，贷款利率按最低标准执

行。支持乡村创业项目（实体）发展，支持

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助力乡村振兴。降低

反担保门槛，与濮阳开州农商银行联合开

展“三户联保”，由信用良好的农户进行反

担保，个人创业贷款数额提高到20万

元。与中原村镇银行联合实行“圆梦贷”

政策，由信用良好的直系亲属进行反担

保，个人创业贷款数额最高15万元。

截至11月底，濮阳县创业担保贷款

累计发放1472笔 25441万元，为稳就

业、促创业提供了资金保障。

本报讯（记者李殿华通讯员孙雅
琼）12月15日，省公安厅联合郑州市公安

局举办岁末年初“平安守护”专项行动暨

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启动仪式。全省公

安机关岁末年初安保维稳工作全面开展。

据介绍，全省公安机关将纵深推进

“一村（格）一警”工作机制，持续完善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促进自治、法治、德治、

数治“四治融合”，最大限度把各类风险

隐患和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消除在萌

芽状态。将坚持“全警巡逻、全民参与”

的社会面巡逻防控工作理念，以“大巡

防”体系为基础，整合各种巡逻力量，走

上街头，屯警街面，落实快速响应机制，

动起来、巡起来、查起来，保持对突出违

法犯罪活动的高压震慑态势，营造和谐、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

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韩心
泽宋跃伟）12月14日中午，登封市东华

镇赵沟村村民袁春爱做午饭，打开水龙

头洗菜淘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现在的水既干净又甘甜。没想到俺这

小山沟里也能喝上丹江水！”

赵沟村处于丘陵地带，坡陡沟深，村

民居住分散。“从我记事起，俺村吃水就

困难。”79岁的村民赵清献说，“我十几

岁的时候，早上天不亮就去2里地外的

地方挑水吃。”

“前些年，天气一干旱，村里的水井

就没水了，村民吃水靠镇政府用车送。”

赵沟村党支部书记赵爱国说。

2018年，登封市水利部门对赵沟村

实施农村饮水工程，为该村打了深水

井，解决了村民吃水难问题。但是，7月

份的一场暴雨让村里的供水系统遭到严

重损害。

灾情发生后，登封市水利部门采取

送水、配水等措施保障受灾群众吃上安

全水，同时启动农村供水系统修复工程。

“从登封市第三水厂到赵沟村蓄水

站，虽然只有两公里远，但要下穿书院

河，施工难度大。”登封市水利局基层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高新文说，赵沟村村民

居住分散，相邻自然村落差近80米，水

利部门专门建了加压泵站，保障地势较

高的村民用水需求，赵沟村400多户村

民吃上了丹江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燕
彬刘亮）“喝上放心水，父老乡亲甭提多

高兴啦！感谢巡察办和水利局为我们排

忧解难！”近日，修武县西村乡当阳峪村

党支部书记孟明星高兴地说。

今年汛期，修武县遭受大面积洪

灾。灾后重建工作启动后，县委巡察办

深入受灾村庄访民情、听民意，帮助群众

渡难关。巡察干部李俊刚在当阳峪村走

访时了解到，该村因洪灾导致饮用水浑

浊，立即上报。县委巡察办第一时间联

系县水利局，协调技术人员实地勘察。

县水利局先行垫资2万余元，组织30余

名施工人员加固水井、铺设水管，解决了

全村442户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

“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将以开展

‘守规矩、懂业务、真落实’活动为契机，

切实解决巡察中发现的问题，维护好群

众的切身利益。”修武县委巡察办主任徐

文竹说。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郭子钦
巴现蕾）12月13日，记者从漯河市召陵区

委组织部获悉，自9月份起，召陵区计划用

4个月时间，指导年轻干部每月开展一场

助力乡村振兴“出彩吧，年轻人！”擂台赛。

该区实施的年轻干部培养计划分四

期压茬推进，每期择优选择100名干部，

培养时间一年，历时两年半。

“擂台赛上，每个选手结合自己在乡

村振兴一线的实践，谈思路、列举措、讲实

效、展风采，赛出了硬实力，对年轻干部综

合素能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召陵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周俊伟说。

“开展一线调研、擂台比拼等活动，不

仅总结出乡村振兴中的工作经验，还能找

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年轻干

部自我破解一线问题的能力。”召陵区委

副书记丁晓永说。

资金跟着项目走 服务围绕项目转
西平县域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

河南今年“最美职工”出炉

“平安守护”行动护佑你我他

“先锋贷”“圆梦贷”给濮阳县“贷”来创业潮

伊滨区要建国家级音乐产业示范区

修武巡察解民忧 群众喝上放心水

丹江水流进登封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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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萌萌）“蒋冬芹理事长

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种植红薯，她挣了

钱，也不忘带着俺们这些脱贫户增收。”11

月27日，正在大棚内挑拣脱毒红薯的鹤壁

市淇滨区钜桥镇岗坡村脱贫户刘三兵说。

蒋冬芹是鹤壁市岗坡村饮马泉薯业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合作社目前拥有

120个育苗大棚，形成了“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生产管理模式，带动周边2600多

户农民致富。

淇滨区拓宽乡村振兴格局，以乡村旅

游为主线，不断发挥乡村旅游在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中的产业带动作用，努力打造

“龙岗郊野公园”“金山淇河文化”“古长城

文化公园”三大旅游带。以“带贫益贫”为

重心，积极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产业基

地等支柱产业带贫作用，确保“带得稳”

“带得准”“带得久”。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发展是关键。今年以来，淇滨区将脱

贫攻坚成果融入该区“四新板块”“八大体

系”，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深入挖掘乡

村文化，大力推进“一村一品”“一村一业”

创建，持续走好“主线突出、多产带动、特

色明显、绿色发展”的乡村产业发展路径，

为全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打造桑园小镇，辐射带动周边沿淇河

旅游示范带，形成了“一村一品”旅游产业

发展格局。桑园小镇“旅游+脱贫”特色品

牌已成为鹤壁的一张名片、豫北休闲旅游

的必选之地。目前，桑园小镇综合收入超

过2亿元。

打造龙岗小镇，高标准建设龙岗小镇

“一轴多点”产业布局，整体采用“点状先

行、面状铺开”的发展模式。龙岗小镇自

建成以来，村集体分红86万余元。

打造许沟小镇，依托诗经、白蛇传故

事、罗贯中隐居地等特色文化，打造“许沟

八景”等文化项目，游客服务中心、精品民

宿及淇山尚园农庄等10余个文旅产业项

目已投入运营，“淇河三珍”、桑叶茶、太行

山杂粮等数十种产品已陆续上市。围绕

中医养生馆等特色产业项目，激活文旅融

合发展动能。

打造红色教育基地，在大河涧乡毛连

洞村修复抗战纪念馆、抗战指挥部等革命

旧址，建设红色教育拓展训练基地、红色

民宿度假区，带动周边小河涧、洪峪等村

脱贫群众40余人就近就业。

“下一步，淇滨区将持续做到投入不

减、政策不变、力度不减，持续深入推进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各项重点工作，为续写高质量富美鹤城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实现‘两个确保’贡

献淇滨力量、彰显淇滨担当。”淇滨区委书

记王洪民说。

淇滨区 以特色产业续写富美鹤城新篇章

召陵干部摆擂

汝阳红薯进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