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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版

近年来，舞阳县采取得力
措施，以组织振兴为牵引、人
才振兴为支撑，统筹推进乡村
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干部是中坚
力量、决定因素。该县坚持树好
导向，推动全县各级干部重心下
移、工作下沉，2019年以来提拔
和进一步使用脱贫战线干部 41
人。该县做到优先考虑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配备，2019年新提拔的
17名副科级干部全部安排到乡镇

工作。在乡镇机构改革中，采取
县编下沉的方式，给每个乡镇增
加 15 名事业编制，进一步充实

“三农”工作力量。认真贯彻《关
于做好关心关怀干部身心健康有关
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扶贫一线
干部健康体检和救助、谈心谈话关
心关怀、身心健康教育培训等制
度，扶贫一线干部干事创业热情持
续高涨，开展“驻村之星”评选活
动，评选“后盾之星”“扶贫之
星”等20名，优先提拔使用驻村

第一书记5名，树立良好导向。
在选优配强带头人方面，该

县坚持把选优配强基层带头人作
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农村党
组织带头人县级备案管理、任职
资格联审制度，整顿转化软弱涣
散基层党组织23个，调整撤换不
合格村干部21人。在全县398个
村储备村级后备干部 982 名，初
步建立了一支政治素质较硬、群
众口碑较好、干事能力较强、服

务意识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结
构科学合理、规模适应需求的村
级后备力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强大的人才支撑。大胆使用村级
后备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合理
设立岗位，积极搭建平台，强化
人员管理，33名村级后备干部实
现学历升级，13名村级后备干部
进入村“两委”班子，148 名村
级后备干部成为乡村振兴、村集
体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专干。以
实施“领头雁培优工程”为统

揽，抓牢抓实村级组织带头人责
任能力提升等三个专项行动，科
学制订培训计划，尤其是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采取分期分批的方式，对全
县398个行政村的1000余名村党
支部书记、村主任、村“两委”
干部进行示范培训，把村集体经
济、乡村振兴等作为培训重点内
容，有效提高了村级带头人队伍
抓党建促脱贫的能力和水平。

（下转2版）

加强组织建设 强化人才支撑

舞阳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谢晓龙） 7
月3日上午，市长刘尚进带队
实地察看龙江生态城项目涉及
的牡丹湖区域征迁及建设，牡
丹江路下穿铁路工程建设，
龙湖生态公园和文化中心土
地征迁及规划设计，牡丹江
路连通、管廊、水系施工区
域用地征迁及建设，龙湖中
学建设，邱李和塔前王安置
房建设，郝家台遗址保护利
用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市政
府第104次城建交通工程周例
会，听取龙江生态城区域开
发建设推进情况汇报，研究
协调近期重点工作，对土地
征迁和报批、规划调整、项
目建设等问题，逐一明确解
决路径、时间节点和责任单
位。徐汇川、赵建钊参加。

刘尚进指出，4 月 2 日市
政府第 97 次城建交通工程周
例会以来，经过各方面三个月
来的共同努力，区域内“杂乱
差”现象显著改变，牡丹江路
下穿铁路和东段打通、区域河
湖水系及与幸福渠连通、高压
线路迁改、安置房、龙湖中
学、综合管廊等一系列工程
快速推进，通过 EPC 招标大
幅降低了投资成本、缩短了
建设周期，为区域开发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
要集中精力，乘势而上，统
筹推进龙江生态城区域开发
建设各项任务，以龙湖生态
公园8月份开工带动区域开发

“动起来”，确保牡丹江路连
通工程年底前全线贯通，区
域内主干路网、水系、综合
管廊、学校、公交场站等配
套设施年底前大头落地。要
在 保 证 质 量 和 安 全 的 前 提
下，加快安置房建设，确保
春节前具备群众选房条件。
郾城区、源汇区及相关乡镇
的党政“一把手”要靠前指挥，一鼓作气，在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前提下，尽快完成土地征迁清表移交工作，确保下半年征迁工作
大头落地。要按照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要求，调整
工作流程，加快土地报批办理进度，强化土地收储和综合开发利
用。要全力推进项目前期，抢抓有效的施工时节，加快施工进
度，确保在冬防期前施工工程基本完成。要坚持以“正向微调”
为原则，体现功能融合、空间共享理念，融入本土文化元素，进
一步优化规划设计方案，使龙湖生态公园与文化中心相互辉映、
相得益彰。要落实好周例会议定事项，抓好相关规划调整、程序
履行及郝家台遗址保护利用等工作，确保龙江生态城区域开发建
设成为品质优良、内涵丰富、生态宜居的城市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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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丹） 按照教
育部统一部署和省教育厅安排，我市
今年普通高考将于7月7、8、9日三
天举行。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和正确领导下，全市教育部门周密部
署、密切配合，精心做好各项考试服
务工作。

据了解，今年我市参加高考
人数大幅增加，普通高考报名人
数达 31111 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28121 人 ， 比 2018 年 增 加 6812
人，比 2019 年增加 5846 人。全市
共设临颍县、舞阳县、源汇区、
郾城区 4 个考区 24 个考点 （含 7
月 9 号专升本 5 个考点） 946 个考
场，比 2018 增加 224 个考场，比
2019 年增加 196 个考场。今年的
高考，是我市近几年参加考试人
数最多、规模最大、考试时间最
长的一次高考。

今年我市参加高考人数大幅增加

漯河五高高三年级的学生领到准考证。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7 月 3 日上午，河南恒瑞淀
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里机声隆隆，一派繁忙景象。

“多亏了前段时间发放的 1600 万
元专利质押贷款，帮我们解了
燃眉之急。”该公司项目经理张
永说。

恒瑞公司是一家拥有二十多
项发明专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不
过，受疫情影响，该公司资金一度
紧张。“当时如果没有资金注入的
话，公司就会关门。”张永说。

关键时刻，漯河市知识产权
部门积极牵线搭桥，恒瑞公司通
过专利质押贷款1600万元，不仅
利息比普通贷款低，还获得了专
利质押融资奖补31万元，企业绝
处逢生。

恒瑞公司的情况并非孤例。
今年以来，漯河市共帮助14家中
小微企业通过 105 件专利权质押
获银行贷款 1.037 亿元，专利质
押融资额迈入“亿元俱乐部”，
有效缓解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复工

达产面临的资金难题。
“中小企业‘家底薄’，融

资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土地、房产
等银行普遍认可的有形抵押物。
通过将企业专利权、商标权等知
识产权中的财产权经评估作为质
押物，从银行获得贷款，可以有
效拓宽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
也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漯河
市知识产权指导服务中心主任娄
喜勤说。

据介绍，为促进“知本”

向“资本”快速转化，漯河市
出台相关意见，不仅对企业成
功运用专利权、商标权质押融
资的贷款利息和评估、担保、
保险等费用给予补助，还在全
省率先对支持企业融资的金融
机构进行专项奖补。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漯河市知识产
权部门坚持线上线下并进，通
过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企业微信
群、举办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银
企对接会及融资专题培训班、

设立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绿色通
道等措施，及时协助企业解决
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遇到的
困难，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
纾困解难。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启
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以来，
漯河市已成功实施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 93 笔，总金额突破 7 亿元，
向企业发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贴
息奖励近400万元。

据《河南日报》

漯河：“以智换资”活水来

7月2日，市委书记蒿慧杰出席西城区与南威软件集团在厦门举行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

市市场监管局12315投诉中心

发布中高考期间饮食安全消费提示

本报讯（记者 李 丹） 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市委书记蒿慧
杰带领舞阳县、临颍县、西城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商务
局、市发改委、市工信局等县区
和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奔赴闽东
南地区，走访考察企业、洽谈对
接项目，签订多个项目合作协
议。蒿慧杰强调，要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有关决
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扩大
开放招商，为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提供坚实
支撑。

6月29日抵闽后，蒿慧杰随
即来到景地集团投资兴建的华讯
（福建） 文化创意产业园，与集
团高层座谈，了解企业发展历程
和规划。景地集团拟在漯河投资
建设蘑菇小镇项目，将其打造成
农旅融合、居游共享、产融互补
的特色小镇。蒿慧杰指出，建设
蘑菇小镇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
略和习近平总书记“三链同构”
重大要求的生动实践，漯河拥有

良好的蘑菇种植优势和产业基础
配套设施，景地集团拥有创新研
发、蘑菇深加工、营销渠道等优
势，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漯河市
委、市政府将持续营造优良的营
商环境，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
便捷、更高效的服务，助推项目
早落地、早开工、早投运、早见
效。

6月30日上午，蒿慧杰拜访
福建豪峰食品有限公司总部，了
解公司电商发展情况，与公司高
层座谈，并出席临颍县人民政府
与豪峰食品有限公司中国休闲食
品之都电商运营中心项目签约仪
式。豪峰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食
品电商三强企业，已在漯河投资
建设有临颍食业园，拟再在漯河
投资建设电商运营中心。蒿慧杰
指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盯企业盯项目。要把握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机遇，对接企
业投资需求和发展目标，实施精
准招商；要发挥我市食品产业的
综合优势，持续完善基础配套设
施，持续提升服务功能，通过优

化软硬件环境提高招商效果。期
望双方创新合作模式，打造共建
共享的食品企业电商运营平台。
我们将积极支持该项目实施，实

现互利共赢。
当天上午，蒿慧杰还参观考

察了一二三三国际供应链股份有
限公司，与公司高层深入交流。

蒿慧杰说，一二三三国际供应链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三新企
业”，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下转2版）

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 扩大开放招商扩大开放招商
为做好为做好““六六稳稳””工作落实工作落实““六保六保””任务提供坚实支撑任务提供坚实支撑

蒿慧杰带队赴闽开展专题招商

打响“四个战役” 决胜创文攻坚
——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创文攻坚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