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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国宏
通讯员 杨银鹏 申鸿皓

“围墙外的事包办，围墙内的事帮

办，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万人助

万企’是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发展着想，

为企业解难题、办好事，让我们更加有

信心去放心发展、加快发展。”作为社旗

汽车零部件制造主导产业第一个签约

入驻的“拓荒者”，河南华纬弹簧有限公

司深耕社旗已有十余个春秋，11月 15

日，说起“万人助万企”活动给企业发展

带来的实惠，公司常务副总文学感触颇

深、底气十足，“政府服务好，营商环境

优，生意越做越红火，扎根社旗有奔

头。”

近几年，社旗县紧紧围绕“疫情要

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大

要求，在“万人助万企”活动中创新打出

一系列惠企助企组合拳，凭借过硬的措

施、扎实的作风，在助推企业快速发展

之路上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感动。

惠企政策计算器
一键直达“零距离”

“政策齐全，智能匹配，精准服务，

一键直达，有了‘惠企政策计算器’，企

业不跑腿，办事更顺畅。”北京九鼎锐创

生物医药科技社旗有限公司总经理宋

华波对平台带来的方便和实惠赞不绝

口。宋华波在企业工作 20余年，一直

和政策打交道，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今

年5月，社旗县“惠企政策计算器”网上

平台运营后，他却一下子“清闲”起来。

“以前是企业四处找政策，现在是政策

上门找企业，上个月，通过‘计算器’一

键申报，公司顺利享受到了二季度满负

荷生产奖励资金20万元。”宋华波说。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惠企政

策精准直达，社旗县与南阳理工学院大

数据研究院合作，在全省率先开发并推

出了包括政策集市、政策计算、政策推

送、诉求管理、免申即享等五大功能板

块的首家县级“惠企政策计算器”网上

平台。平台通过电脑端和手机端两种

操作方式，不仅实现了各类政策一键查

询、惠企政策智能匹配、企业诉求快速

响应，而且还可以一键链接一体化政务

服务、信用中国、电子税务局、全国中小

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等平台，打通了

政策精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惠企政策计算器’一经推出，便

深受市场主体普遍欢迎。”社旗县科技

工信局局长、县“万人助万企”活动联席

会议办公室副主任夏文平介绍，截至目

前，平台已关联市场主体33685家，上

传惠企政策156份、高频办事指南594

项，累计服务各类市场主体10万余次，

收集解决企业诉求63个，帮助26家市

场主体享受到满负荷生产奖励400余

万元，为1048家市场主体办理增值税

留抵退税、减税等2.078亿元，为24家

市场主体争取创新贴息、“专精特新”奖

补、形象宣传补贴等共 2313 万元，为

46家市场主体发放就业见习、以工代

训等补贴281.79万元，为1家市场主体

拨付疫情应急保障资金 150 万元，向

54家企业授信20.22亿元，通过无还本

续贷、延期、下调利率等方式对3739笔

20.06亿元企业贷款进行纾困……

惠企便企，创新出彩。“社旗县惠企

政策计算器”成功入选南阳市2022年

二季度十大改革创新典型案例，并受到

省政府稳住经济大盘督导服务组的高

度肯定。

“畅聊早餐会”+“一把手走流程”
纾难解困“实打实”

线上服务“零距离”，线下服务“无

缝隙”。如果说“惠企政策计算器”腾

“云”架“电”搭起了政府和企业间的“连

心桥”，那么“畅聊早餐会”和“一把手走

流程坐窗口跟执法”活动的扎实开展，

则铺平了为市场主体纾难解困的“惠企

路”。

去年 12月，社旗县第一期企业家

“畅聊早餐会”揭幕亮相，桌上的食物和

街头市井大众的早餐没有什么区别，请

的客人是社旗各个产业类别中几家最

出色的头部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而请

客的主人则是县委等四大家的一把手

和有关负责人。围坐餐桌，吃饭只是手

段，掏心窝子聊天才是正题，政企之间

欢叙畅聊，找问题、想对策、出主意、谋

发展，把企业亟待解决的难题摆在桌面

上，瞄准“病灶”开具良方妙药……至目

前，围绕食品产业、涉农产业、装备制造

产业、能源产业、轻工业、仿真花产业等

不同行业，“畅聊早餐会”已连续举办了

8期，一场场餐叙聊到了企业家们的心

坎儿上，一个个急难愁盼问题现场交办

得到及时解决。“畅聊早餐会”，聊出了

精气神，叙出了发展劲，宾主之间和谐

融洽、畅所欲言，企业家们满载而归、信

心满满。

（下转第二版）

社旗 惠企组合拳铸造营商“金环境”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周光
辉 申森）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掀起全员参与学习热潮，展现员工昂

扬向上精神面貌，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深刻领会和把握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

和丰富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11月8日，漯河市

农信社组织开展以“学习二十大 奋进新

征程”为主题的知识竞赛活动。

据悉，本次知识竞赛内容紧紧围绕

党的二十大报告，活动形式新颖，流程

分为先声夺人、共度险关、争分夺秒、搏

击风险等环节，分别设定个人必答题、

团体必答题、团队抢答题、风险选答题。

漯河市农信办各科室（中心）组建

的 3支参赛队伍 24名参赛选手，自活

动通知下发后，认真学习、扎实准备。

答题环节，各个选手拿出拼的姿态、抢

的状态、胜的决心，沉着冷静、机智抢

答、密切配合，现场竞赛气氛紧张激烈，

充分展现出参赛选手的精神面貌、扎实

的知识功底、高效的团队协作精神。特

别是在抢答环节和风险题环节，选手们

既拼手速，又拼知识储备，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此次知识竞赛，既是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向纵深拓展的一项重要措

施，也是对学习成果的检验和提升，使参

赛人员对二十大精神有了更深刻的解读

和认识。”漯河市农信办党组书记、主任

张晨光表示，下一步，漯河市农信社全体

党员干部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政治担当，坚定不移沿着党的二十大指

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以服务实体经济、深

化金融改革、实现稳健发展为根本任务，

全力以赴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漯河市农信社 开展党的二十大知识竞赛活动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14日，

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入推进农村户厕问

题摸排整改“回头看”暨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视频调度会，安排部署

年底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要把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集中

整治作为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

行动，从现在开始，集中利用一个多月

的时间，深入推进集中整治行动，确保

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武国定强调，要全面排查问题，高

质量开展整改，加快资金支付，严格落

实责任制，全面完成问题厕所摸排整

改工作；要对照“六清”“六治”内容，集

中消除死角盲区，建立完善长效机制，

全面开展整治行动“回头看”；要突出

抓好脱贫地区、脱贫户的环境整治，把

环境整治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

要内容，指导帮助脱贫户、监测户改善

户容户貌；要开展自查、总结经验，切

实抓好集中整治总结考评；要加强组

织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强化督导调

度，统筹好疫情防控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向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

交上一份优秀答卷。

本报讯 11月 10日，在济源市人

民医院，市民吴先生拿着医生开具的

体检化验单，通过手机只需十几秒就

完成了缴费、报销等程序。“以前报销

必须到窗口排队，现在通过手机操作，

省去了排队缴费、报销环节，非常便

捷。”吴先生说。

济源医保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济源市人民医院、济源市第二人民医

院先后上线移动支付，标志着济源正

式由“卡”时代迈入医保移动支付时

代。今后，参保人员就医可以实现医

保“码”上结算。

据了解，下一步，济源医保部门将

全面铺开移动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建

设工作，包括济源所有市级医院和12

家乡镇卫生院，将全部建成移动支付

试点医院。 （黄红立 左朝君 王晶）

本报讯（通讯员马泽一 丁昌铭
记者尹小剑）“眼下正是王脑萝卜采收

季节，我们已收到来自省内和北京、上

海、广州等地50多吨的萝卜订单。”11

月10日，在固始县徐集镇王脑村王脑

萝卜种植基地，王脑村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王有才高兴地说。

王脑村位于淮河主要支流史灌河

冲积平原尾部，三面环河，土质疏松肥

沃，果蔬种植历史悠久。该村种植的

“王脑萝卜”表面光滑，个体均匀，汁多

味美，深受消费者喜爱。

近年来，徐集镇把种植“王脑萝

卜”作为一项支柱产业来发展，不断调

整种植业结构，让农民在种植业上尝

到甜头。

王脑萝卜种植基地的种植面积始

终稳定在 600亩左右，萝卜连年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销售收入达到

300万元。

“今年的萝卜比往年长得更好，又

是一个丰收年。我们将充分利用合作

社+基地的优势，让王脑萝卜品牌叫得

更响……”徐集镇党委书记王成全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单晓
琳）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公布 2022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

新农产品名录。其中，襄城县的桑叶

茶入选名录，获得“国字号”认证。

这次获得“国字号”认证的襄城桑

叶茶，产自位于汾陈镇朱堂村的襄城

县众安蛋白桑加工厂。2016年，在河

南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朱堂村引

进种植蛋白桑苗60亩，建成了蛋白桑

叶园，主要用于制作生物饲料。

后来，朱堂村发现蛋白桑叶用途

广泛，经济效益较高，嫩芽用来做菜味

道鲜美，桑叶茶具备保健功效，很受消

费者欢迎。2018年 4月份，朱堂村建

成了生态茶厂。

如今，朱堂村蛋白桑种植面积已

达到 200亩，形成种植、饲养、有机肥

生产、桑叶深加工四条紧密衔接的产

业链。

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硬仗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济源迈入医保移动支付时代

固始王脑村 王脑萝卜销往北上广

襄城朱堂村 桑叶茶获“国字号”认证

□张鸿飞 王国锋 文/图

“汝州大白菜？来200斤。”11月

15日一早，郑州市民王一青成为在大

河U菜网下单购买汝州鲜菜的第一

位客户。几乎与此同时，来自汝州纸

坊镇的大白菜、香菜、菠菜、包菜、韭

菜以及萝卜等新鲜蔬菜，也成了大河

鲜生平台的“热门”。

这批来自汝州纸坊镇的蔬菜共

3500多公斤，是大河U菜网11月 14

日派专车连夜运回来并上线的。

纸坊是汝州大镇，有“蔬菜之乡”

的美名，37个行政村中有 28个村种

菜，全镇蔬菜种植面积达 20000 余

亩。

9月 26日，新一轮疫情来袭后，

原本畅销的纸坊蔬菜“滞销”了。为

此，汝州市文明办等单位组织开展了

“爱心菜双周行动”等活动，动员志愿

者帮助菜农收菜送菜。汝州市金庚

医院也购买了102吨爱心蔬菜，定向

捐给河南中医药大学。

疫情给纸坊镇菜农造成的卖菜

难，也牵动着河南日报人的心。11月

13日，河南日报农村版安排专人与汝

州方面对接，为河南日报社（集团公

司）、大河网络传媒集团旗下的大河

U菜网、大河鲜生平台牵线搭桥，促

成了汝州新鲜蔬菜送到郑州市民餐

桌的旅程。

“这一次主要是探路，了解纸坊

镇的蔬菜种植品种、供应量及滞销情

况，弄清疫情防控下郑州、汝州两地

怎样对接等问题。”大河U菜网总经

理张鑫哲说，“平台在郑州中牟等地

也有足量的菜源，但汝州菜农滞销的

蔬菜我们一定要尽力帮助销售，把这

些蔬菜送上郑州市民、省市机关食堂

的餐桌。”

11月 14日 16时许，大河U菜网

派出的厢式货车赶到了纸坊镇南寨

村蔬菜集散销售点，正在现场忙碌的

纸坊镇党委副书记王世超，南寨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蔺会会赶紧按

提前发来的订单安排装车。

在销售点南300米远的菜地里，

菜农韩彦祥把水壶盖拧开，递给3岁

的小儿子，回头又忙着查看喷灌工作

情况，地里是他种的又一茬香菜。

“你看，这个生菜都长得不能吃

了，香菜也是，我就把它犁了，再种一

茬，损失少一些。”韩彦祥说。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菜地里随处

可见忙碌的菜农。放下肩上扛着的

七八十斤重的大白菜包，菜农段玉讲

摘下口罩擦一把汗说：“这一茬大白

菜肯定不赚钱，但心里再苦人再累，

也要扛过去，扛过去就好了。”

主管全镇农业的王世超说：“目

前日销几百吨，外销量太小，亟待扩

大。”

河南日报农村版牵线搭桥，帮汝州菜农卖菜

汝州的新鲜蔬菜，来点吧！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成
亮 陈远志）11月 14日，泌阳县杨家

集镇郭庄村的大地菌业有限公司香菇

基地内，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整齐划一

的现代化标准种植大棚排列在田间；

大棚内，一朵朵香菇像小伞一样，甚是

惹人喜爱；工人们正忙碌着分拣菌棒、

采收菌菇。

历史上，郭庄村村民主要靠外出

务工为生，增收渠道有限。为有效带

动群众增收，郭庄村采用“党支部+公

司+农户”的模式运作发展香菇种植，

同时鼓励外出青年返乡创业，引领村

民自营种植香菇。该村还充分利用大

地菌业的销售渠道为他们提供菌棒代

出口以及干鲜香菇回收销售等服务。

“2021 年，全村有 300 多户农户

从事香菇种植，发展香菇棚700多座，

实现经济效益2100多万元，成为名副

其实的香菇村。村里建设现代化生产

菌棒车间一座，年生产香菇菌棒1000

万袋，其中500万袋菌棒出口韩国，年

创外汇800多万元。”郭庄村党支部书

记赵全磊说。

泌阳郭庄村 菌棒年创外汇800多万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化红
军 康晓灿 徐嘉）初冬时节，走进禹州

市鸠山镇闵庄村闵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基地，放眼望去，金菊郁郁葱葱，

微风拂过，花香四溢，田地里村民正忙

着采摘、装筐，不远处，一筐筐摘好的

菊花送往村里的加工车间进行杀青、

烘焙……

“朵朵盛开的菊花提高了土地的

经济效益，也鼓起了村民的腰包。”11

月8日，闵庄村党支部书记杨建恩说。

闵庄村在发展杏果产业的基础

上，创新“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

式，通过引进菊花品种，发展林下经

济，做大做强菊花特色产业。

为了把控好菊花的产量和品质，

闵庄村多次邀请菊花种植专家实地进

行跟踪监测指导。2019年，该村还筹

建了加工厂，购置了菊花烘干加工设

备，鲜花采摘后，直接送到村里烘干车

间加工。

如今，闵庄村的菊花产品在郑州、

许昌等客商圈里成了响当当的品牌，

产品供不应求。

禹州闵庄村 菊花产品畅销郑许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七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1
月 15日电 当地时间11月15日，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在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

席并发表题为《共迎时代挑战共建美

好未来》的重要讲话。

村庄 手笔大大小小

▶南寨村蔬菜集散销售点鸟瞰

▲蔬菜外运

如果您有意帮助汝州市纸坊
镇的菜农解决卖菜难的问题，请
与汝州方面联系，纸坊镇：王世超
13903909808，汝州市文明办：
王润英13781832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