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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
涛崔征布玮玮）“我们这里贮存饲料1

万多吨，养牛所用的饲料采取智能化

配送模式，在操作台上输入草料配方，

机器可以自动配比、自动称重、集中配

送，目前这套设施可供养1万多头牛，

有效满足了企业和附近农户的饲料需

求。”12月24日，南召县太山庙乡雅民

牧业负责人赵昭对该县纪委书记、县

监委主任梁志豪说道。

今年以来，鉴于相关不利因素影

响，南召县金融部门紧急出台了多个

抗击疫情、助力复工复产的文件，制订

了贷款期限延长、延期还款、无还本续

贷、减免罚息、利率优惠、线上服务、支

小支农等一揽子金融扶持措施，尽力

帮扶受疫情影响较大企业主和农户，

加大“三农”领域贷款投放力度，全面

支持涉农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为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南

召县采取“一平台、两中心”服务模式，

即信贷服务监督举报平台、首贷（续

贷）直通中心、银企“互联+”服务中

心。该县金融服务中心牵头，在县行

政服务大厅开设“首贷（续贷）服务窗

口”，多渠道受理企业融资诉求，为企

业安排“金牌店小二”，按照企业经营

状况筛选可以对接的银行，“派单”到

相应银行，全程跟踪，完成贷款。与相

关税务、发改、科技、市场监管等部门

建立长效沟通联络机制，主动获取重

大项目、企业基础信息，主动推送至可

以提供信贷服务的银行，积极搭建“政

银”对接“黄金桥”。

今年以来，南召县金融服务中心

共组织银企对接活动48起，向县内银

行推介企业信息1090条，银行对接服

务企业、商户、个人、农户 877家。通

过“一平台、两中心”金融服务模式，共

办理延期贷款 8笔、917万元；办理无

还本续贷23笔、3048万元；发放首贷

金额28笔、2743万元。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郭建
峰李铁军）12月 24日，记者从鄢陵县

税务部门获悉，截至12月 12日，该县

共办理留抵退税58户次，退税金额总

计8521万元；办理“六税两费”减半征

收5032户，退税金额2948万元。

为第一时间解决全县企业在复工

复产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鄢陵

县税务局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响应企

业涉税需求，第一时间落实落细税惠

政策，持续优化纳税服务，为全县企业

加速复工复产解难题、增信心、促运

转。

疫情缓解后，该局迅速启动涉税

涉费问题快速反应机制，第一时间组

织辖区税务人员通过入企走访和网上

办税平台、税企微信群、热线电话互动

等方式，耐心解答纳税人、缴费人涉税

涉费政策咨询，细致开展办税缴费辅

导，并将纳税人咨询较多的涉税涉费

政策问题整理成册，助力纳税人、缴费

人线上线下办税缴费畅通无忧。

在税费优惠政策落实过程中，鄢

陵县税务部门多次召开退税专项工作

会议，梳理退税工作流程、确定专班人

员、明确责任分工，确保各环节衔接顺

畅，特别是在退税审批流程简化方面，

及时提供便捷服务，确保整个退税业务

流程在一天之内全部完成，及时为市场

主体送上真金白银税收“大礼包”。

聚焦餐饮服务、花卉苗木、板材加

工、建筑安装等特色行业和重点行业，

根据企业复工复产业务诉求建立诉求

响应清单，提供“点对点”“一对一”服

务，科学合理筛选确定辖区内原材料

短缺或产品销路不畅的企业，主动为

有购销需求的企业寻找潜在供应商或

采购商，逐户对接了解其面临的购销

困难和实际需求，努力促成供需匹配

的企业自行自愿按市场化原则实现有

效购销，做实做细税企对接，打通产品

供需链条，帮助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王
炎军）12月 20日上午，新密市大磨岭

煤矿矿排水资源化利用项目一期工程

通水仪式在苟堂镇大磨岭村举行。该

工程全部建成后将实现年供水量 71

万立方米，惠及群众近6万人。

大磨岭煤矿矿排水资源化利用

项目是新密首个创新投资机制，采用

企业出资、政府代建模式运作，落实

建设管理新机制的重点水利工程。

项目总投资6280万元，铺设输配管网

32公里，引进全国较为先进的净水制

水系统，将有效处理矿排水中的生物

悬浮物，实施超滤净化处理，保障水

质跟国家规定指标相符合，能够直接

成为居民生活用水。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
兴汉 董希峰 马华）日前，在第十一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上，唐河县“小巨

人”企业唐河耀皓电子有限公司的

“三防三抗两保护智能安全插排”项

目，以 86.83 分的优异成绩再次喜获

创新创业大赛国赛优秀企业奖。

唐河县耀皓电子是一家从事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的企

业，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磁性元器件

的设计与制造。建设标准化生产车

间 5000 余平方米，拥有自动化生产

线8条，年产电子变压器、电感线圈等

各类电子元器件 6000 万只/个。目

前，公司产品销往日本、韩国、欧洲及

国内各大企业。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孙
书贤）12月 21日，记者从郏县政府获

悉，在近日公布的平顶山市第二批首

席科普专家名单中，郏县 8名人员入

选，分别是郏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的

魏如江、黄道镇的王晓峰、郏县二高

的李洪云、郏县第二人民医院的张晓

阁、郏县妇幼保健院的姚豪嘉、龙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海涛、郏

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黄俊伟、堂街

镇中心卫生院的梁战奎。

近年来，郏县积极探索科普人

才选用和培养机制，按照教育、卫

生、农业、经济、文体五大种类，对人

才进行筛选，根据各行业职称类别

建立了人才库，并组织各类科普人

才进基层开展科普宣讲和实践活

动。该县围绕人才的学术水平和业

绩、社会贡献和社会影响等情况，坚

持优中选优向平顶山市科协推荐优

秀科普人才，进一步加强科普专家

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
为峰）12月23日17时许，广东省揭阳

市人民医院门前车水马龙、人潮如

涌。突然，一名中年男子持刀将一名

医务人员捅伤，并用尖刀继续对受伤

的医务人员和围观群众进行伤害。

此刻，出差到此的台前县公安局民辅

警杨安旭、武重阳、赵继昊、韩彪挺身

而出。

四人迅速向行凶男子靠近，杨安

旭借助附近群众的扫把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将行凶男子打倒在地，武重

阳、赵继昊、韩彪三人迅速徒手将其

控制，并夺下所持尖刀，抛掷远方。

过程中，武重阳的手指被行凶男子划

破。他们组织围观群众将受伤医务

人员紧急送往医院。揭阳警方到达

现场后，四人亮明身份，随即将行凶

男子移交揭阳警方，揭阳警方纷纷亮

出大拇指：“河南同行，好样的！”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
松河 吴宁 培峰）12月 23日，记者从

漯河市西城区获悉，党的二十大以

来，西城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三度、

完善三单、抓好三改，防风险除隐患

保安全，持续保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向好局面。

突出三度，排查隐患重实效。组

织领导加力度。强化区安全生产领

导小组力量，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

力，多次召开领导小组会扩大会，推

动安全生产走深走实。隐患排查提

速度。相继开展消防安全、用火安

全、防疫安全等多项检查，排查整改

问题343个，消除安全隐患、巩固安全

基础。助企服务添温度。帮助企业

排查，指导企业整改，帮助铁马橡胶

制品有限公司通过老旧厂房安全排

查。

完善三单，全程监管建闭环。把

好企业自查清单。坚持对标对表，指

导企业查实找准企业自身安全生产

风险底线，扎牢第一道防线。用好隐

患交办清单。建立部门联合督导机

制、第三方机构协同排查指导机制，

联合专家力量，对防疫安全、消防器

材、用电安全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交办。盯好问题销号清单。严

格落实问题整改销号制度，整改一项

销号一项；对重大隐患派专人、专家

驻企跟踪整改，确保隐患整改到位。

抓好三改，安全整改落实处。企

业主责主动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发动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消

除安全隐患，整改有难度的，及时上

报申请协助整改。属地扛责抓督

改。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压紧

镇、街道属地责任，开展安全生产大

排查大整治大督导，强化过程管理。

监管明责严验改。建立问题整改验

收机制，成立联合验收组，对问题逐

条验收，对责任不落实、整改不到位、

隐患不消除的，坚持铁心铁面，一律

挂牌督办并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
新强 王珩）“大伙儿一直以为这些太

阳能路灯是国家投资的项目，要不是

知情人说出事情的真相，大伙儿还一

直蒙在鼓里呢。”12月 23日，在鲁山

县磙子营乡大尹庄村，村民刘大来

说。

大尹庄村基础设施薄弱，大街小

巷没有安装路灯，给村民夜间出行造

成诸多不便。村民徐庆民今年44岁，

在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今

年夏天，徐庆民回村看望父母，看到

老家没有安装路灯，便萌生了为村里

捐资安装路灯的想法，他悄悄找到发

小徐庆五，告知了自己的想法，并特

意嘱咐徐庆五一定要保密，对外就说

是政府投资的项目。随后，徐庆五找

到村党支部书记王新立，一起筹划安

装路灯事宜。7月末，100盏造型美观

的短杆“壁挂式”太阳能路灯整齐有

序地安装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不但方

便了群众出行，也点亮了乡村夜景。

本报讯“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

儿，今天咱们搁广播里说一说，疫情

防控该咋办……”12月 24日，信阳市

平桥区龙井乡地塘村村支书陈先军

通过应急广播小喇叭对群众“喊话”。

为支持综治平安建设基层联系点

帮扶工作，近期，平桥区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投入5万余元，在龙井乡地塘村、

齐店村建设应急广播体系，安装广播小

喇叭14只。结合各个时间段的中心工

作，适时调整宣传重点，营造浓厚的基

层文化氛围，进一步提升全区服务“三

农”应急处置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

（李振阳代盼盼李娜）

本报讯 大雪时节，伊川县伊河两岸，如火

如荼的冬季农田水利建设正在进行，山岭上坡

改梯现场热火朝天，支渠、小河沟如同缠绕在浅

山丘陵的玉带穿山走壁，蜿蜒向前。为了防止

水土流失、改善生产条件、增加群众收入，伊川

实施了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实施后，将形成立体坡耕地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体系，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水土资源得

到合理利用，蓄水、保土能力增强，进一步推动

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鸦岭镇常川村第一书记彭小学介绍说，村

子虽然位于甘水河上游，80%的耕地属于范店水

库西干渠灌区，但大多依山丘耕种，即便能够浇

灌，也只是水过地皮湿，很难使庄稼真正解渴，

加之河道缺乏系统治理，有水也浇不上，这些都

制约了经济发展。

据了解，常川村和老虎洼村坡耕地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4000亩，同时配套修建生产道路和

排水沟各2.44公里、过路涵洞5座，种植行道树

1625株等。目前已经完成治理3200亩。

今年，伊川县先后对先锋渠、陆浑灌区西干

渠等13条渠道进行整治，总长37103米，涉及6

个乡镇20个村、社区，灌溉面积58610余亩。通

过恢复灌溉面积，种植经济林500亩、葡萄 200

亩、瓜蒌500亩。计划3年内将一个自然村建设

成为集休闲、娱乐、餐饮、颐养等功能于一体的特

色农业采摘基地，持续提升村庄生态宜居环境，

增加集体收入60万元。 （许金安李德伟）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丰兴汉）冬

日里的唐河县毕店镇张心一村，红色文化气

息扑面而来，张星江纪念广场前人头攒动，

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

革命烈士、原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出

生于此，战斗于此，为鄂豫边区革命斗争和

桐柏山区游击根据地创立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近年来，唐河县依托张心一村红色文

化、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农业资源，累计投

入资金 8000多万元，高标准打造乡村康养

旅游基地。先后建成了张心一村红色文化

游、油蟠桃基地采摘游等田园综合体乡村游

项目，实现了文旅、农旅等多元融合，为唐河

乡村振兴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通过整合资金对张星江故居进行修

缮，我们建成了唐河县鄂豫边革命纪念馆、

后杜楼村民俗文化馆。同时实施空心村改

造，河塘清淤修建拦河坝，新建游客服务中

心，在张星江故居周边发展以红色体验为主

导的特色食宿，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致富增

收渠道。”12月 25日，毕店镇党委书记王平

介绍道。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明华）12

月24日，汝南县常兴镇韩寨社区隆窑场生态

农场，100多亩水面碧波荡漾，鱼鸭戏水；岸

边竹叶青翠，各种果树排列成行，一派优美

的生态田园风光。“这里原是废弃砖窑场，经

过整治，变身立体种养生态园，每年有100多

万元的收入！”农场主李华高兴地说。

常兴镇素有“九岗十八洼”之称，洼地、

废荒地多。近年来，常兴镇结合人居环境

整治，组织国土资源部门，对全镇 25 个行

政村的洼地、废荒地、闲置耕地、常年无人

居住的宅基地等进行拉网式、全覆盖排查，

建立台账，然后统一规划，集中进行综合整

治，让 3000多亩废荒地变成了生态优质良

田，为规模经营和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条

件。

为实现良田效益最大化，该镇采取租

赁、承包等方法，引导村民走宜养则养、宜种

则种、种养结合的经营模式，让良田变成致

富田。“我们将200多亩沿河废荒地改造成良

田后，发动村民流转土地种植林果和牧草，

发展生态经济和牛羊养殖产业，实现了景

美、业兴、民富、村强的目标。”该镇魏布口村

党支部书记李建新高兴地说。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刘飞

今年24岁的张兵是商水县魏集镇

张庄村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民。8岁那

年，他的父亲在郑州建筑工地上被意外

砸伤，造成下肢瘫痪，母亲不辞而别，留

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每天放学后，张

兵都要跑回家帮父亲做饭、料理家务，

并照顾父亲的起居等。

初中毕业后，张兵在家乡开了一间

小商店，以贴补家用，后来收过废品、开

过网店，但最后都失败了，生活陷入低

谷。2014年，张兵家被确定为贫困户，

低保金、残疾人两项补贴，还有各种政

策分红，一系列惠农好政策，让他和父

亲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想脱贫

致富，但苦于没有门路。张兵把自己的

忧虑告诉了前来走访的镇、村干部。不

久，镇、村干部就安排张兵到魏集镇宇

翔驾校干勤杂工，每月2000元，虽然工

资不高，但方便照顾父亲，他非常乐意。

工作之余，张兵学会了开车，并认真

研究、揣摩教练员的讲解和示范，经过考

核和培训，他顺利成为一名合格的教练

员，工资也从每月2000元涨到6000多

元。他首批带的7名学员，全部通过了

考试。因为成绩突出，张兵连续3年被

评为“优秀教练员”的称号。家里的收入

提高了，第二年张兵家便如愿脱贫。此

外，在镇、村干部和学员们的撮合下，张

兵和邻村一名女学员相识相爱。

多年来，从家中一贫如洗到住进窗

明几净的楼房、开上崭新的轿车、娶上

新媳妇，张兵一家人的生活就像“芝麻

开花节节高”。“这几天，我正和妻子商

量，准备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为

‘党恩’，让他时时刻刻记住党的恩情，

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就没有我们一家

人幸福美好的生活！”12月 25日，张兵

喜形于色。

新密市首个创新水利工程将惠及6万群众

唐河县“小巨人”企业获国赛优秀企业奖

郏县8人入选平顶山市首席科普专家

台前县四名公安民辅警夺刀救人

平桥区乡村“小喇叭”助力基层治理

鲁山县徐庆民安装路灯暖民心

漯河市西城区聚焦“三个三”助企保安全

南召县牵线搭桥疏通复工复产堵点
鄢陵县税企对接打通产品供需链条

“我给儿子取名为‘党恩’”

废弃地蝶变致富生态园

红色基因绘就振兴底色

农田水利建设
掀高潮

12月25日，渑池县洪阳镇北沟村群众在村中央的农耕文化广场参观学习。今年以来，渑池县以“党建引领创‘五星’支
部，守正创新促乡村振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选定一批行政村进行规划、设计、建设，目前已圆满收官。王家臣郭金 摄

本报讯 （记者杨青 通讯员李琰琳）“我们

在这儿主要是分拣红薯、称重装箱，啥时候闲了

就过来，一天80块钱，当天结算。”12月 19日，

在“渠首红”农业产业园，邓州市龙堰乡刁河村

脱贫户薛东娟乐呵呵地说道。

今年年初，借助“五星”支部创建契机，刁河

村党支部积极协调邓州市蜂润万家有限公司新

增投资5000余万元，打造“渠首红”红薯品牌。

在产业园内，大棚育苗，红薯窖精准控温科学窖

藏，生产线加工红薯干、红薯粉条等农副产品，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薯生产产业链。该产业园

负责人刘军介绍，目前园区带动了周边 500余

人就业，带动周边种植红薯两千余亩，助力群众

增收 900余万元，明年打算扩大酸辣粉加工和

淀粉加工的规模。

刁河村党支部充分发挥支部堡垒作用，谋划

产业发展，积极协调企业、流转土地，多措并举，

争创“五星”支部，党员群众共同迈向振兴之路。

“渠首红”
点亮“产业兴旺星”

迈
向
乡
村
振
兴
新
征
程

汝南县常兴镇

唐河县张心一村

伊川县

本报讯 12 月 25 日，笔者获悉，

11月以来，洛阳市新奥能源燃气公司

驻汝阳县柏树乡枣林村工作队打造

线上文艺平台，24小时不间断宣传党

的二十大精神，深受群众喜爱。“在线

下演出环境存在诸多不便的情况下，

我们组织民间艺人潜心创作、精心录

制河洛大鼓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作品，及时通过抖音、视频号等平台

推送到村民手机，既丰富了群众文化

生活，又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生

根。”枣林村驻村书记郭元辉说，目前

累计上传作品 5部、访问量 35400余

人次。 （许金安王康回）

汝阳县枣林村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声”入人心

邓州市刁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