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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林婵婵

一个优秀的企业不能仅仅停留在几个经济指

标上，更要在人文关怀上体现出责任和担当，党建

工作则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懈动力，苍南

仪表集团党委书记金文胜在采访中提出了自己对

企业党建工作的理解。

金文胜是马站人，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浙江苍

南仪表集团工作。1998年入党，2006年任党支部

书记。在十几年的党建工作实践中，他始终坚持

从企业利益出发，围绕生产经营开展各类党建活

动，并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党建工作的最大着力

点。“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在采访

中，这是金文胜反复提及的一句话。虽然只有短

短十四个字，却成为他在致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发展中的信念基石。

本着这样的信念，他以饱满的热情扎实推进

党建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人才是企业第

一资源，苍南仪表大兴引才、识才、爱才、敬才、用

才之风，也是我们党建长期的一项重要工作。”企

业党组织一直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把优秀职工

培养成党员、再把党员培养成党员骨干、优秀党员

骨干培养成企业领导干部。目前，苍南仪表党员

共有107人，约占全体职工的20%以上，其中经营

班子党员占比 80% ，中层干部党员占比接近

65%。

“做党建工作应该体现出时时刻刻与基层职

工心连心。”多年来，金文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秉

承着推进企业发展与职工共享的发展理念，关心、

关爱基层职工，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为遇到

困难的职工排忧解难、出谋划策。

2016 年，二胎政策全面开放，企业中有二胎

意愿的女职工们却惴惴不安。“休了产假，岗位会

被人顶替。”“有了二胎，生活质量会下降。”女职

工们的担忧，金文胜看在眼里，挂在心头。企业党

委在金文胜的牵头下，马上组织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有关部门，开展了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将调研

结果及国家对女职工保护的有关规定提交至经营

班子，最终企业于2018年4月出台了《浙江苍南仪

表集团女职工特别保护规定》，以文件形式给予女

职工全方位的政策关爱和福利待遇，特别是为有

二胎意愿的女职工消除了生育的后顾之忧。

同样在去年，企业一名一线职工因病离世，留

下长年患病的妻子和还在上小学的女儿，金文胜

赶在第一时间上门慰问并组织全厂职工开展募捐

活动，帮助她们度过燃眉之急。在了解详细情况

后，用党委名义提交了援助方案，让公司全力资助

他的女儿完成学业，同时建议集团工会提供最低

生活保障费，直至大学毕业。

全国“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全国模范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单位、全

国模范职工小家……这一项项来之不易的荣誉无

疑都是苍南仪表党建工作做深做实最有力的证

明。40 年来，苍南仪表党建文化底蕴愈发深厚，

党员队伍逐渐强大，如何发挥先天优势，做好党建

工作，金文胜用了一句话回答：“依靠党建凝聚人

心，围绕党建促进发展，这就是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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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方耀星

芦花瀑、鲤鱼瀑、鸳鸯瀑、青蛙瀑、珠帘瀑、龙潭

瀑、孔雀瀑、螃蟹瀑、黑虎瀑、龟蛇瀑，听到“养在深闺

人未识”，再也熟悉不过的老家溪瀑起了一个惟妙惟

肖的人“腾中瀑布群芳谱”后，桥墩镇腾中村党支部

书记黄祥苗心里乐开了花。“慢不得、等不得、拖不

得、得倒逼着干。”自掏腰包捐资500万元，中心村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腾中村美丽乡村精品村创建两

个工程一起上，他二话没说，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说干

就干。现在村里村外一派大干快上的喜人景象。“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咱腾中村就要发展生态旅游

经济，实现安居乐业，大家统统过上好日子。”他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腾中村境内的浦架溪逆流而上，满目青翠，

凉爽清静。从海拔 243 米的南朱山村到腾垟黄氏

宗祠，平面距离约 2 公里，落差 150 米左右，只见清

澈见底的山水或从悬崖、溪涧流出，或急流直泻，或

轻盈缓过，先后形成十个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的自

然瀑布。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知道家乡

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可以建设开发成“风景这

边独好”的生态旅游资源时，黄祥苗十分兴奋，他立

马联系县旅游部门，并及时召开支部大会和村民代

表大会，广泛听取村民的诉求和心声，集思纳智，深

入发动和带领广大村民共同走上生态美村、文化强

村、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倒逼时间，倒逼进度，用倒逼机制狠抓各项工程

推进。古戏台修建完成了，文化礼堂建设竣工了，小

城镇环境综治的线路“上改下”完成了，道路的“白改

黑”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主要街面的立面改造已近

尾声。“祥苗书记心细得很，在全面落实村务‘五议两

公开’的同时，动员 79 名党员轮番到工地现场担任

监督员，监督员们每天晚上必须在党员微信群上汇

报各项工程进展、施工安全、质量检查和第二天工程

目标等情况。“今日事今日毕，这是他的硬作风。”腾

垟片区书记朱煌说，工程进度他抓得很严，为了赶上

工程，有时施工人员要挑灯夜战，保质保量地按时完

成工程任务。

黄祥苗18岁就离家闯荡，从一名矿工到矿山的

包工头，后来成为声名赫赫的煤老板。早在 2008
年，黄祥苗在山西昔阳县就已拥有两家煤炭企业，资

产达 2.63 亿元，产值 1.5 亿元，第二年又先后收购当

地四座小煤矿，组建了丰汇煤业集团。2010 年，他

毅然回报家乡，与北京银泰联手在县城打造苍南银

泰城，2015年开业后成为苍南县的地标性建筑。村

民黄祥财谈及黄祥苗的创业史如数家珍。他动情的

说，黄祥苗始终有着绿叶对根的深厚情怀，十分热衷

家乡的慈善事业，先后捐资1000多万元,帮助建设腾

垟中心学校、腾中村办公楼和腾垟敬老院，并为腾中

村 100 多位 70 岁以上老人每年每人发上生活补助

500 元。2014 年，他还出资 1000 万元，助力苍南的

“五水共治”。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对山区教

育特别是贫困学生的扶持与发展，黄祥苗始终有一

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富裕后的他早在2006年就带头

慷慨解囊，率先创建腾垟教育基金会，为当地的人才

教育注入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据了解，人口仅

8300多的腾垟区今年考生上一本线的19个，二本线

10 人。有的学生还考上了清华、上海交大等名校。

基金会成立以来，已对 509 个学生发放奖学金和助

学金共计 308.38 万元，仅今年就发放 8 万多元。91
岁的老党员黄子华对这位小山村好书记赞许有加，

他说：“祥苗是个热心人，不管刮风下雨，每月 15 号

的党员集中学习我都参加，听他讲话很有劲头也很

痛快。”

腾中是他情真意切的老家，苍南是他牵挂肚的

故乡。作为苍南县尊师重教促进会会长，黄祥苗说，

奖教奖学扶贫助困是有效促进苍南教育发展的重要

保障，全社会都要尊师重教，要积极发动有能力、有

善心、有担当的各界人士加入促进会队伍中来。据

了解，促进会成立两年来，已收到善款585万元。

“大厦终于结顶了，我的心愿也终于实现了”。

10 月 2 日，总投资 5 亿元的矿业科技大厦正式结

顶，这座地标性建筑的结顶。意味着全县 30 万矿

山井巷人将实现拥有自己专门办公商务楼的美好

愿望。凌顶远望，黄祥苗开心地对记者说，目前全

县有上万个矿建项目分布全国及全世界，大厦的建

成不仅提升苍南矿山井巷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更重

要的是促进人才和产业集聚，引导资本和税收的又

好又快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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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祥苗

→金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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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发德）日

前，县中医院迁建工程、县殡仪馆

守灵厅及配套设施改扩建工程列

入国家发改委清单，专项债需求

1.36 亿元，近期有望获准发行专

项债。

为有效应对经济形势变化，

加大稳投资稳增长力度，6 月 10
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

融资工作的通知》，坚持疏堵结

合，在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的同时，充分发挥专项债券引

导带动作用，撬动更多的市场化

融资。

根据 9 月 4 日国务院会议精

神和国家发改委的部署，2020 年

第一批浙江省专项债开始申报。

我县专门下发通知到乡镇、建设

平台及相关部门征集申报专项债

的项目。经过充分沟通梳理，我

县上报县殡仪馆守灵厅及配套设

施改扩建工程、县中医院迁建工

程、苍南大剧院、县儿童乐园、苍

南-龙湾山海协作生态旅游文化

产业园提升工程、绿能小镇城市

客厅等 24 个项目，专项债需求

83.36亿元。其中，县殡仪馆守灵

厅及配套设施改扩建工程、县中

医院迁建工程入选。

两项目获国家
专项债券支持

公 告

本报讯（通讯员 王劲）日前，

灵溪镇江南新区 B-30 地块拆迁

安置小区完成建设工程招标，计

划10月份进场施工。

该项目位于灵溪镇江南新

区公园路以南、规划二路以东、

南山溪以西地块，占地 40.2 亩,
总建筑面积 5.89 万平方米，包括

住宅、物业用房、社区用房、养

老用房等，安置套数 576 套。该

项目的建设，能够有力改善人

居生活环境，加快推进后垟村

等棚户区改造，解决危旧房集

中、房屋质量差、基础设施配套

不全、生活环境质量差、群众生

活十分不便等问题。项目建成

后，不仅让一批拆迁群众有房

住，更满足了群众对美好宜居

环境的要求。

灵溪江南新区
一拆迁安置
小区完成招标

嘉宾 宝春 婷婷

扶贫资金“折股量化”投资

“畲族风情”民宿项目初见成效

后，莒溪镇打算以溪东村为点，

把乡村振兴多个示范点串成一

条线，再由线拓展成面，继续把

扶贫资金以“折股量化”的方式，

注入到其它可行性项目中。现

在，当地正计划把天井小学闲置

的教学楼改造成特色民宿。

天井村位于苍南、平阳、文

成、泰顺四县交界处，四周群山环

抱，全村人口 1218 人，低收入农

户59户。从县城灵溪出发驱车2
个多小时，才能抵达天井村。

采访当天，镇、村干部正和民

宿项目的设计师一起在天井小

学实地踏勘，对项目的设计方案

进行优化调整。

“一直空在那里，荒废了太可

惜，平时有许多游客想到我们

‘苍南西藏’玩，但是没地方住

宿、没吃的东西，跑到这里后饿

着肚子回家了。我们又没办法，

我们要把民宿打造起来，游客过

来有得吃也有地方睡。”莒溪镇

天井村书记徐盛电介绍，因为当

地生源严重流失，天井小学已停

办多年，留下的教学楼作为村集

体资产一直闲置无法盘活。建

设天井民宿投资总额约 100 万

元，其中申请财政扶贫“折股量

化”资金补助 50 万元、村集体自

筹 30 万元，挂钩帮扶单位出资

20 万元。整个项目将在 8 月底

完成施工招投标，预计很快就能

开工建设。

“民宿的话，我们算过的，即便

天井的人流量很少，但是一个月招

待一次问题不会太大的，保守估

计，一个月5000元收入，一年也有

60000元，这60000元是村集体经

济收入，也等于增收。”莒溪镇天井

村驻村干部蒋贤宣表示。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县已有

多个村集体依托闲置资产和生

态、土地、文化资源，通过招商引

资、招才引智充分加以盘活，实

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离

运作，促进当地特色优势产业培

育和发展，带动村民创业致富。

“通过进一步盘活村里的资

源、资产，通过扶贫资金折股量

化的形式，把财政资金投进去变

成资产，量化到低收入农户，以

及用于消除经济薄弱村等等方

面，应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县

财政局副局长池长辉说，眼下，

我县正通过“一村一策”和“抱团

发展”相结合的思路，推行财政

资金“折股量化”试点，一改过去

“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使扶贫项目实施能够更加精准

惠及低收入农户。“我们根据扶

贫资金折股量化项目，目前已经

实施 18 个项目，总共投入资金

5600 万。今年在实施的还有十

几个项目，我们最终要达到带动

全县 300 多个村集体的消薄，同

时带动300多个村低收入农户每

年增收户均2000元。”

“折股量化”助推乡村振兴

“一枝独秀”走向“多点开花”

连日来，赤溪等地的紫菜

养殖户忙着进行打桩、分帘等

各项工作，一片繁忙景象，确保

今年紫菜丰产又丰收。据养民

介绍，头茬紫菜一个月后便可

收割上市。 （李士明/摄）

美丽乡村故事汇美丽乡村故事汇

紫菜养殖
分帘忙

兹有钱库镇项东村（原孙家河村）

王作翰1户1间危旧房原拆原建，土地

座落于钱库镇项东村孙家河83-1号，

房屋拟建1间2层住宅建筑，现对1户

1 间拟建房户批前公示，若对以上公

示有异议，请于 15 日之内，2019 年 10
月21日之前向钱库镇以下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
驻村干部 ：黄通程

电话 ：13732086000
钱库镇城建办

电话 ：68520056
钱库国土所

电话 ：64475700
钱库住建所

电话 ：64478020
特此公示

附名单如下：
1：王作翰 83-1号

钱库镇人民政府
2019年9月27日

总部地址：苍南县灵溪镇车站大道328号二楼

咨询电话：0577-26660888 4001850288
苍南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2019年10月8日

月份

利率

备注

8月份

13.67%
年化利率

9月份

13.66%

□苑广阔

近日，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发

布消息，宣布将全面下调餐饮价

格，其中牛肉面价格降幅达54%。

提起机场消费，许多人的第一反

应就是价格高，比如78元一碗面

条、59 元一碗馄饨、28 元一碗

粥。机场消费“价高、质差、量

少”，令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甚

至一些收入较高的公众人物也

曾公开吐槽机场餐饮价格过

高。因此，此次银川河东机场全

面下调机场餐饮价格，得到了网

友的一致点赞。

客观地说，火车站、机场等

特殊经营场所的商品、服务价

格，由于成本因素，比一般市场

价格高一些，消费者并非不能理

解，但一些普通商品的价格动辄

高出数倍，甚至到了离谱的地

步，就明显超出了合理定价范

围。近年来，在相关部门推动

下，国内机场餐饮等消费价格确

实有了一些下降，“天价”餐饮在

一二线城市大型机场已基本消

失。不过，要完全做到机场消费

与机场所在城市“同城同价”，还

有不少工作要做。

机场餐饮降价是一种多赢

苍南民间借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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