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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批秒办 便民暖心
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事效能和群众满意度双提升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翟远烨 魏维）

“今天的工作不完成就不下班，这样的干部真是党

的好干部！我当时就在现场吟了一首小诗：初心

使命为人民，忠正勤廉郁政林。先忧后乐范公志，

鞠躬尽瘁武侯心。大事小事即我事，男女老少皆

亲人。温柔敦厚如诗意，和风细雨天下春。南阳

的党政干部要是都能像中心这里的干部一样，省

副中心城市一定能早日建成。”1月13日，南阳市

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收到来自南阳师范学院聂振

涛教授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充满真情。

“以前，办理类似事项需要多次奔波，如今资

料只要拿齐，一趟就能办理完。”前不久，聂振涛等

人到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办理房产事项，

被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和优质服务深深打动，不

禁把心里话付诸纸上。

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成立以来，贯彻“转

观念、提素质、优服务、创一流”的理念，全面精简材

料流程，对标全国最优，对全部126项审批事项逐一

梳理，减时间、减材料、减环节、减费用、减审批流程，

争取所有不动产登记业务服务实现全省最优。

北京燕鸿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办理7笔土

地顺位抵押业务时，体验了南阳市不动产登记服

务中心的效率和服务，感动之余，送来写有“勤政

高效助发展，利国利民保资产”几个大字的锦旗。

同样被感动的还有市民张女士。张女士到行

政服务大厅不动产登记服务窗口咨询房产过户手

续，当工作人员了解到张女士的丈夫因腿部受伤

行动不便、女儿还在上班后，立即决定加班为其先

办理交易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又协调税务部门一

起上门为张女士的丈夫补办房产手续。

中心义务帮办代办人员、扶老携幼端茶提包

的引导员，家一样温暖的办事环境让中心的服务

温情满满。“在不动产登记窗口，连群众的座椅都

是专门配置的软座椅，还提供便民服务包，方便、

暖心！”来窗口办事的群众交口称赞。

“免费邮寄窗口”“延时服务窗口”“企业服务

专区”“午间无休窗口”“疑难问题窗口”……一字

排开的特色服务窗口体现着“服务至上”的工作理

念。“一个晚上就为我们加班赶出了600余本不动

产权证，这是对我们公司最大的支持，我们代表购

房业主感谢你们！”面对一摞摞不动产权证，中梁

房地产开发公司负责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有需必应，有求必办。除窗口日常特色服务

外，更新观念，不断进行深度服务创新，已成为不

动产登记窗口服务的常态。窗口人员深入交房一

线，常态化推出“交房即发证”“交地即发证”，结合

企业实际解决融资难题，实施土地分割办证，为企

业拓宽融资渠道……

“我们快起来，让群众慢下来；我们跑起来，让

企业和群众歇下来。这是我们争先进创一流的服

务理念。”谈起创新，窗口负责人如数家珍，“不动

产转移登记已实现水、电、气、暖、有线电视联动过

户，6类不动产登记服务还实现了‘秒批秒办’，抵

押和司法查控能在银行机构和法院‘不见面’办

理。随着‘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推进，我们还

会创新出更多便民新举措，让群众在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中感受到能力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李萌萌通讯员董志远

“发展之基，惟在人才。从淇县长期的实践

看，强化人才支撑，创新实施‘才聚朝歌兴县计

划’，是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全能型队伍，增强县

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把握发展先机、占据发展

主动，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的有效途径。”近日，

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如

何引才、育才、留才？如何将人才力量汇聚成巨大

合力？

胸怀大局，主动融入。1月4日，淇县县委将

创新实施“才聚朝歌兴县计划”作为“人才强县”战

略的主抓手，聚焦全县关键任务，出台《淇县高层

次人才认定和支持办法》，不断夯实人才工作基

础，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统筹抓好各类人

才的聚、育、留等各项配套服务措施，以坚强的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持、更加开阔的战略视野、势如破

竹的魄力勇气，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努

力跑出县域经济发展“加速度”，开创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新局面。

整合资源，打好聚才“组合拳”。淇县以高层

次人才认定工作为抓手，对全县各领域人才分层

分类集中认定，把高层次人才划分为拔尖、骨干、

青年3个层次，统一服务管理，汇聚起一支符合淇

县发展实际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以服务全县大

局、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实施“朝歌

人才·智领淇变”工程，以盘活现有人才、培育凝聚

人才、辐射带动人才为目标，打造党政人才、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9支领军人才队

伍，带动各领域各行业快速发展。以“人才大汇

聚”引领“资源大汇聚”为根本，以“引老乡、回故

乡、建家乡”为主线，实施“春晖”计划，借鉴“头雁

领航”工程和“聚才兴村”计划成功经验，鼓励、吸

引更多在外学有所成、干有所成的优秀人士返乡

创业投资、反哺桑梓。

筑牢载体，建好育才“孵化器”。根据全县人才

工作实际，设立人才工作办事机构，明确专人专岗

负责，确保人才工作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干。根据

全县人才分布状况，利用同心家园、雨露社区等5个

点位，高标准打造5个高层次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号

召全县餐饮、超市等各行业设立“人才之家”，为各

领域各行业人才提供优质活动场地和便利服务。

聚焦高层次人才科研需求，鼓励企业积极与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申报建设中试基地、科研工作

站、重点实验室等各类平台，形成“建成一个平台，

吸引一批人才，带动一个产业”的联动效应。

（下转第二版）

韩寺镇位于中牟县县城东南，人口4.443万

人，辖22个行政村、34个自然村、9208户，耕地面

积44950亩，一年种三四茬。全年种植瓜果蔬菜

面积7万余亩，总产量17万吨。

优质大蒜种植3万余亩，总产量4.8万余吨。

露地蔬菜1.8万余亩，亩产3吨；大棚蔬菜1.1

万余亩，亩产2吨。全年蔬菜总产量7.6万余吨。

礼品西瓜0.5万余亩，露地西瓜0.6万亩，亩

产4吨，总产量4.4万吨

种植冬瓜、茄子、叶菜、黄瓜、豆角、萝卜等蔬

菜2.1万余亩，产量6万余吨。

全年种植芹菜、菠菜、生菜、蒜苗、香菜等越

冬大棚蔬菜 8000 余亩，亩产 2 吨，总产量 1.6 万

余吨。

5~7月，礼品西瓜、大棚西瓜上市。

早熟蒜薹在4月底上市，5月份早熟大蒜上

市，六七月份各类蔬菜大量上市。

沿中韩路有 100 亩西瓜新产品种植试验基

地，立体西瓜种植3000亩，有5公里长的西瓜采

摘大道。

欢迎联系韩寺镇采购果蔬。
联系电话：0371—62302868

我与乡村共成长②墩墩墩墩墩墩墩墩苗苗苗苗

□本报记者李桂云宋朝于涛

从农大到农村，魏玮没有想到，她博士阶

段的论文真的就要在中原大地上写了。

“去年10月21日，作为‘墩苗’干部，我被组

织分配到中牟县任县委副书记兼韩寺镇党委书

记，至今我的博士还没读完！”1月12日，穿着很

“洋气”的魏玮摘下口罩，哇，好年轻的一个姑娘！

“80后”魏玮，河南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

从辅导员到学院党委副书记，再到校团委书记，

其间读完了硕士，博士在读。

从象牙塔“墩”到韩寺这么一个农业乡镇，

对魏玮来说，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韩寺镇在中牟县东南角，距离郑州中心城

区60多公里，海拔七八十米，是郑州海拔最低

的地方，穿境而过的贾鲁河让韩寺镇归入了淮

河流域，但全镇的4.4万人耕种的4.5万亩土地

依旧是历史上北流的黄河遗留的冲积沃土。

“海拔低，水资源丰富；土地平坦，利于农

耕；加上位于郑州和开封两城的中间地带，历史

上韩寺镇就自然成了周边城市的‘菜篮子’。”魏

玮说。

小妮儿、小丫头、小姑娘，没谁敢公开给魏玮

贴这样的标签，但架不住别人内心不这样想：主政

一个这样的农业大镇，行吗？

“别人不这样想反而不正常了！”魏玮说，她积

极报名到基层“墩苗”，是有思想准备的。第一，她

有河南农业大学这个“娘家”助力；第二，她有自己

有关农业的知识支撑和理论体系；第三，她有分布

在全国各地的农大毕业生圈；第四，她有涉农企业

庞大的服务基础。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一起向未来，干就是了！

“一年四季，在韩寺镇基本看不到小麦、玉米这

样的主粮种植，即便种了几行玉米，也是为了让爬

豆爬上去。为什么？就因为种菜收益好。”魏玮说。

韩寺镇马家村的王小坡两口子种菜种了20

多年了，芹菜、生菜、草莓、西红柿，一年四季都钻

在大棚里伺候面积6亩的“青枝绿叶”“红果”：“近

段西红柿行情好，前天卖了一茬，一斤四块五，弄

了一万块钱。”

为了充分证明自己“弄了一万块钱”，王小坡打

开自己的微信，上面显示前几天他收款9753.00元。

这不是不够一万块钱吗？

王小坡歪着头很认真地说：“还有几小笔钱

呢，俺当家的收了！”

魏玮开他的玩笑：你这挺好，当家的收小钱，

不当家的收大钱！

能卖这么多钱，王小坡很感谢魏玮书记：前期

我这棚西红柿得病了，灰霉病，植株的上半截死了。

得灰霉病的西红柿不止王小坡的一个棚。马

家村党支部书记黄青学把西红柿得病的情况汇报

给了魏玮，魏玮很快就从河南农大请来了“蔬菜医

生”，专家一来，直接咔嚓咔嚓把西红柿植株上半

截剪掉了。

“你不知道我当时多心疼！”王小坡说，“没过几

天，西红柿醒过来了，和往年比，尽管少结一层果，

但原来结的三层果憋大了，又大又红！我这一棚西

红柿是一亩，今年单价高，弄五六万元不是问题！”

“韩寺镇有2800多座蔬菜大棚，产业形成了，

产量也不少，增收幅度小主要是因为品种单一、品

质没有差异化。”魏玮举了一个例子，韩寺也有很

多草莓，现在进棚采摘每斤二十元，但在郑开大道

边上，同样是中牟县地界，因为是新品种、品质好，

一斤都卖三四十元了。

菜种出来要卖掉，还要卖个好价钱。

原来的韩寺镇一年四季基本上是个大马路蔬

菜批发市场，外来车辆停在路上收菜，从日出到日

落，一路都是菜农和蔬菜经纪人的讨价还价声。

“我们肯定要整治人居环境啊，但整治人居环

境不能不让菜农卖菜吧！”魏玮到任后，迅速改

造了一个大型蔬菜交易市场，菜农进场卖菜。

现在再想到韩寺镇拍那宏大的卖菜场面，马路

边已经找不到了。

这样的农业乡镇，集体收入原来是没有途

径的，现在韩寺镇各村都成立了集体专业合作

社，同时，韩寺镇又成立了韩寺七彩家园金色果

蔬园联盟，签约了一家跨国集团企业来预约、定

点采购。结果是：菜农卖菜由一天变成了一会

儿，一斤比卖给散户多两毛钱。

苦恼也是有的，但办法总比苦恼多。

韩寺镇潘店胡村有30亩杨树林，海拔低加上

地势低，2021年七八月份存的水至今还排不干。

“雨没停，我们就挖了排水渠，把水往贾鲁

河排，现在这水剩下四指深了，水泵放进去吸不

住了咋排？”潘店胡村党支部书记胡付志说，“上

面来检查人居环境提升工作，啥都不说，就说这

是臭水体，要通报批评！排不出去、洇不下去，难

道让俺村的人把这水喝了？”

第二天，魏玮来到现场，她先把胡付志的“气

门芯”拔了，不让他生气。知道这水要存更长时间

后，魏玮就让在漯河种荷花的河南农大博士毕业

生吕伟增过来一趟。“学生”现场查看后，当即决

定，4月清明前要把这30亩“臭水体”种成漂亮又

能增收的荷花，让潘店胡村变成“荷花湖”。吕伟

增说，支持“墩苗”老师、帮助韩寺，义不容辞！

尽管距离郑州的家只有60公里，但基层工作

千头万绪，魏玮近三个月里只回了七次半家。

“其中的半次是老爸生日，晚上回家送个蛋

糕，没等到切蛋糕就返回韩寺了，更不用说吃蛋糕

了！”魏玮说。

韩寺镇如何振兴，魏玮脑海里想的，就是如何让

这个硕大的“菜篮子”提质增效。这个想法实现了，

她的博士论文就会有一大篮子用不完的基础素材。

（栏目联系：搜索15515779057，添加微信“墩墩苗”）

把论文写在中原大地

2021年，河南水灾疫情叠加，发展环境复杂严峻，风险挑战超出预期。省委、省政府谋远谋深
谋实，带领全省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守望相助，基层干部群众奋发有
为、乐观向上，坚韧不拔的河南乡村欣欣向荣、日新月异。新春佳节临近，本报特推出《新春走基层》
专栏，通过记者的笔触，展现全省乡村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许金安通讯员赵明辰）

陆浑水库水面波光粼粼、雾气升腾、如梦如幻，十

余条大小船只依次向收网水域集结。1月14日，

洛阳第七届陆浑开渔节在嵩县陆浑水库开幕。

开渔节活动分为开幕式、歌舞会演、祭湖醒

网壮行等，其中，巨网捕捞观光等环节采取线

上直播方式进行，通过《渔祭》《醒湖祭网壮行

舞》《陆浑赋》等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和壮观的

陆浑水库捕鱼场景，让观众领略嵩县浓郁的渔

业文化。

开幕式后，记者随捕捞队乘渔船挺进水库中

心收网地。伴随捕捞队员节奏起伏的口号声，开

渔节“新年第一网”成功收网，活蹦乱跳的肥鱼不

时腾空跃起，又重重落下，水花四溅。经测算，“首

网”出鱼2万多斤，最重的一条“鱼王”达30余斤。

陆浑水库位于黄河二级支流伊河流域嵩县

境内，1959年兴建，1965年建成，控制流域面积

3492平方公里，总库容13.2亿立方米，设计灌溉

面积132.24万亩，现有效灌溉面积62.58万亩，是

一座以防洪为主，灌溉、发电、供水、旅游等综合

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洛阳市饮用水水

源地。

近年来，嵩县通过科学投放、合理捕捞，大力

发展“保水渔业”，每年向陆浑水库增殖放流滤水

性花白鲢300余吨，扩种、引种银鱼卵5亿粒，选

育伊河鲂鱼200万尾，使陆浑水库渔业年产量达

1300吨以上。陆浑银鱼、有机鳙鱼、伊河鲂鱼通

过有机认证，作为“陆浑三宝”，成为馈赠游人、招

待贵宾的地方名优产品。

陆浑水库先后获得“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

家湿地公园”“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大

银鱼移植引种基地”“国家伊河鲂鱼种质资源保

护区”“健康养殖示范场”等荣誉，实现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赢”。

1月15日，正阳县绿色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们正在晒粉条。疫情下，这个合作社转变销售方式，

把粉条搬到网上卖，效果不错，半个月里就销售粉条5万公斤。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高万宝摄

1月16日，在尉

氏县水坡镇北纬坞村

村民孙梦丽家新落成

的宅院里，镇村干部和

街坊在帮助布置新

房。尉氏县拨付资金

1295万元开展农村

住房灾后重建，截至目

前，已竣工新房3749

套，受灾群众新年住进

新房。李新义摄

“首网”2万余斤“鱼王”30多斤

陆浑开渔节鱼肥人欢迎丰年

引育留并重 “才聚朝歌”兴淇县
——访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

韩寺镇是个“菜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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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玮在韩寺镇菜农的大棚里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