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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岳乡汤阴县，有这样一抹绿，每天

穿梭在菜园镇南半部17个行政村，风雨

无阻，骑着那辆绿色三轮车，在菜园镇奔

波了16个年头，一遍又一遍驶过菜园镇

的“最后一公里”，把一封封邮件送到村

庄的千家万户手中，将平凡的事情做到

极致。他就是菜园镇最美信使——许振

坤。

许振坤，退役军人，中共党员，2006

年参加工作，他负责菜园镇17个行政村

和电管所等7个机关单位的信件、报纸和

包裹等。他每天行走里程60多公里，每

周周一至周六都行驶在路上，只为能将

信件送到每一个村庄。

蜿蜒曲折的乡镇邮路上，电动车的

声音一次又一次响起。十几年如一日，

路途中的孤独写在脸上，但许振坤从没

有放弃的念头。“菜园有我的朋友、亲人，

看到他们高兴，我就有了干下去的动

力。”许振坤说。就这样，那一抹亮绿成

为村民们最期盼的身影，而许振坤也在

一次次将报纸、包裹平安送达后收获着

快乐和满足。

“我是一个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对敬业的奉献不

能变，对老百姓服务的初心不能变。”上

班16年来，许振坤从没有延误过一个邮

班，没有丢失过一封邮件。他就这样坚

守着内心的责任感，践行着“人民邮政为

人民”的职业精神。

“心怀感恩，用心用情用力把每一件

事情做细做好。作为一名做了16年的乡

村邮递员，靠什么坚持下来的呢？我的

回答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许振坤

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工作和生

活。 （李志敏）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 侯
宪丽）6月20日，林州市振林街道二龙

庙村，机械轰鸣，人头攒动，装下水管

道、夯路基、铺水泥，施工现场一片热

火朝天，昔日尘土飞扬的“破胡同”正

在变成干净平整的“幸福街”。“盼了这

么多年，咱这条街道也终于要修成水

泥路了！”二龙庙村村民李合生看着自

家门前正在硬化的水泥路喜笑颜开地

说道。

乡村因路而兴、因路而美，完善

的交通道路，不仅是产业发展之路，

更是百姓致富奔小康的快速路。振

林街道以路为“弦”，把乡村振兴衔接

资金项目建设作为解决群众出行

难，打通农村经济发展交通瓶颈的重

要抓手，铺就乡村振兴“快车道”，唱

响民生幸福曲。

2022年林州市振林街道二龙庙

村入户路项目，投入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100万元，硬化二龙庙村村内道路

共计长2580米，宽4米至10米，解决

440户1800人出行难问题，让村民彻

底告别“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

窘境。

“以前，一下雨，那简直没处下

脚，到处都是黄泥汤。大伙儿都说

每次下个地，都跟上了次战场，灰头

土脸的。现在可好了，这路面一硬

化，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出行了，政

府真给老百姓办了实事，想到群众

的心里了。”下地务农归来的陈雨昌

老人指着眼前新修的水泥路乐呵呵

地说道。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 孙
海波）6月下旬，邓州市张楼乡人大主

席团利用人大代表活动日组织人大代

表分组开展调研活动，切实做到察民

情、聚民智，从而达到“民有所呼，我有

所应”的良好效果。

落实人员，明确责任，三个人大联

络站同时开展活动：乡人大联络站人

大代表围绕食品安全分别视察张楼街

嘉年华超市、百福超市、许福蛋糕店，

主要察看散装、熟食等区的安全状况

及相关制度落实情况；茶庵人大联络

室人大代表围绕招商引资、企业经营

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视察了方正

彩印有限公司等企业。视察中，人大

代表围绕企业项目投产销售、企业发

展困难等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大丁人

大联络室人大代表围绕服务湍北新区

建设，视察土地收储、征地拆迁等工

作。

三个人大联络站参加调研的市、

乡人大代表70余人，对企业经营，招

商引资，征地拆迁等群众关心的问题

提出指导性意见7个。茶庵村村民刘

丽高兴地说：“人大代表为农民利益着

想，真是农民的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许金安 通

讯员董浩）“‘大烩菜、大蒸馍’，这是

俺村的‘标配’，白事平均花费三四千

元。放在以前，请吹鼓手、戏班，‘八

热八凉’加上烟酒，吃吃喝喝两三天，

咋着也得好几万块钱！”6月21日，谈

起白事今昔，洛阳市伊滨区寇店镇李

家村的李进都感慨道。

婚丧嫁娶是每个家庭的大事。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红白

喜事开销也“水涨船高”，天价彩礼、

铺张浪费、跟风操办等不良风气让很

多家庭苦不堪言。

为纠正不正之风，2016年起，李

家村把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纳

入村规民约，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

作用，倡导依章办事。通过党员干

部示范引导，树立了勤俭节约、厚养

薄葬、移风易俗新观念。

李家村红白理事会常委由7位

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5个自然村分

别有1名委员，负责对红白事操办的

指导、监督、上报工作。该村规定红

事待客不超过 20 桌，随礼不超过

100元；白事不请吹鼓手、戏班，不摆

桌，每人一碗大烩菜、一个大蒸馍。

“刚开始那会儿，个别人不理解。

后来经过多次拜访，耐心劝导，宣传教

育，加上在迎宾待客、礼仪咨询等方面

村里还无偿提供指导服务，群众思想

发生了改变，风气也好了起来！”李家

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李建芳说。

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李德明介绍说，为让“厚养薄葬”深入

人心，鼓励儿女在长辈健在时多尽

孝。为此，村里推行了孝心基金制度，

70岁以上老人子女每月为其缴300

元孝心基金，镇政府再补贴30元，老

人每月领取330元。据统计，李家村

去年发放140余万元。

李家村还广泛开展文明家庭、道

德模范、好媳妇好婆婆等评选活动，

使群众的文明素养得到进一步提升，

营造了文明和谐的社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李振阳 通讯员杨绪
伟黄思远）“政府部门同志主动登门听诉求、解

难题，真正把我们企业的发展放在心上，让我们

又敬佩、又感动！”6月24日，商城县恒泰置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璐早早来到商城县政务服务中

心，将一面书写着“服务热情周到 工作快捷高

效”的锦旗送到商城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

中心工作人员手中。

此前，商城县自然资源局深入开展了“万人

助万企”走访活动，该局副局长魏勇和不动产登

记中心主任余建刚在走访中得知，恒泰置业有

限公司建设的“西湖花园”楼盘急需办证，当即

与相关业务窗口负责人联系，利用互联网+不动

产登记方式现场为该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主动采取走出

去的方式，变‘上访’为‘下访’，走进企业主动对

接服务，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涉及

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诉求和困难。”余建刚告诉记

者，该中心持续发扬“店小二”的服务理念，推行

“保姆式”服务，认真落实不动产登记走访制度，

持续开展电话回访、上门走访活动，加快推动流

程精简、信息共享、数据融合等工作，力争在不

动产登记提质增效、便民利企等方面取得新成

绩，全力打造一流不动产登记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郭秦森 张茂
锋）6月26日，记者从焦作市获悉，该市首个“入

企、入园区”、具备“远程帮办”等多功能的综合

性智慧办税微厅在修武县中铝转型示范园区域

中心大厅投入使用，为周边商户办税创造良好

条件。

智慧办税微厅中配备多台自助办税综合终

端，具备自助申报、自助代开发票、领取各类发

票等多种功能，全方面满足了辖区内企业的日

常办税需求。同时，该设备还具有远程连线功

能，税务人员可以远程帮助纳税人解决业务疑

惑，远程“手把手”教纳税人使用自助办税终端，

为纳税人提供“非接触式”办税的全新服务体

验。

“原来需要开车四十多分钟到办税大厅办

的业务，现在在园区就能办理了。这个微厅相

当于一个综合性人工柜台，特别实用，功能特别

多，跑一趟就能把全部业务办完，办税过程中遇

到疑问还能通过远程连线功能跟工作人员咨

询，大大提高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中铝中

州铝业有限公司会计吴琼说。

据了解，修武“智慧办税微厅”是焦作市首

家7×24小时自助服务“入企、入园区”的智慧

办税微厅，可辐射周围5公里范围内近200家企

业，覆盖90%以上税费业务办理，为辖区企业全

方面构建“5分钟办税圈”。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董
皓）“以前拿到地想开工得等两三个

月，现在这个‘拿地即开工’政策实行

以后，我们只需要签订《履约监管协

议》和《企业信用承诺书》就能开始施

工了。”6月23日，位于襄城县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南区）的河南阔江高分

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余朝泰

拿到襄城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不动

产证后激动地说。据了解，这是襄城

县实施“拿地即开工”惠企政策后，为

企业颁发的首个不动产证。

为了创新工业用地出让方式，助

力襄城县工业高质量发展，该县颁布

了《关于印发襄城县推行工业用地

“标准地”供应制度改革实施细则的

通知》，规定将土地勘测、压覆矿产、

地质灾害等区域评估工作前置化，加

快对企业的审批手续办理，缩短办理

时限，确保企业拿地即开工。

据襄城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张

新龙介绍，现阶段的“拿地即开工”政

策推行后，企业只需要签订《工业项

目“标准地”履约监管协议》和《“标准

地”企业信用承诺书》，就可按照协议

和承诺书的规定先行开工，后期再进行验收。如果违反协议

和承诺书的标准，相关部门会责令企业进行整改。阔江高分

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襄城县第1宗实施“标准地+承诺制+

20年弹性出让”的新型工业用地土地出让模式的企业。

“之前，我们和企业签订的都是50年出让合同，现在是先

和企业签订20年，企业经营得好可续签，经营不善可不签，这

既节约集约高效利用了土地，又为企业节约了前期的投入成

本。”张新龙说，拿地即开工的惠企政策，既减少了企业前期土

地投资成本，也大大缩短了开工时间，更体现了政府与企业的

相互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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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王向
灵）“你们瞧，俺们村的‘断头沟’打通

了，水能排出去了，不再怕下雨天了，

睡觉也能睡踏实了！”

6月24日，沈丘县赵德营镇梁营

行政村郭小庄自然村村民，瞅着家门

口打通的“断头沟”，个个开心地笑了。

村民们口中的“断头沟”位于郭小

庄村南部，长约500米。

“这条沟渠都堵塞多年了，旱不

能浇，涝不能排，里面堆满了秸秆和

垃圾，汛期到了，存在着一定的安全

隐患，乡亲们称之为‘断头沟’。”老

党员张下放介绍说，去年汛期，由于

洪水排不出去，造成郭小庄和张大

庄、孟常营三个村的 100 多亩玉米

绝收。

“为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我们以

‘防汛、灌溉、绿水’为出发点，开始着

手整治‘断头沟’。”今年3月刚刚上

任的村党支部书记郭培豪说。

“要治理‘断头沟’了，新任村‘两

委’干部要为咱老百姓办实事了！”打

通“断头沟”，乡亲们兴高采烈。郭廷

彬、范慧敏等村民，顶烈日、战高温，竞

相参战，不要分文报酬。郭廷杰、郭中

领、郭廷富、郭长领等村民，主动刨掉

自家有碍施工的树木，并把卖的树木

款捐献出来作为清沟经费。老党员郭

下放用电锯义务为大家锯树，村民王

学营自掏腰包为挖掘机机手购买矿泉

水。

全村每天投入30多名村民，5辆

卡车，3台大型挖掘机，对“断头沟”深

挖拓宽，清理垃圾和杂物。经过5天

紧张施工，堵塞多年的“断头沟”终于

打通了，并安装了下水管道。

与此同时，该镇组织力量，对排查

出的其他7条“断头沟”进行彻底治

理，同时深挖清淤沟渠11条，长11.5

公里，实现了全镇水系大贯通，确保了

“旱能浇、涝可排、安全无隐患”。

“‘断头沟’打通了，‘断头沟’打通

了！”在程营、邵庙等村的上空，同样响

起了乡亲们的欢呼声。

“未雨绸缪防大汛。我们要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灾减灾思想，

克服麻痹和侥幸心理，全方位守护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赵德营镇

镇长张云涛表示。

6月26日，游客在光山县弦山街道椿树岗村世旺生态园采摘胭脂脆桃。该生态园引进种植特色品种胭脂脆桃，

将胭脂脆桃采摘和乡村旅游业结合起来，以观光园区风景带动采摘胭脂脆桃销售，吸引了众多游客入园观光、采摘。

谢万柏 摄

商城“店小二”上门“保姆式”服务

修武 智慧办税微厅 入企业进园区

叶县九龙街道
道路通 水果火
乡村处处小果园

有这样一抹绿

滑县八里营镇

每天150万斤香瓜销往北上广

沈丘县赵德营镇

打通“断头沟”群众乐悠悠

林州市振林街道

以路为“弦”奏响民生幸福曲

伊滨区李家村

大蒸馍大烩菜 吃出文明新风尚

邓州市张楼乡

人大代表有作为 深入调研顺民心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通讯员王岚
莹陈亚飞）6月21日上午，在叶县九龙

街道典庄村的果园里，蜜桃压弯了枝

头，果香四溢，果农们正忙着在枝头下

采摘。一筐筐新鲜的桃子经过分拣后

或装上货车外销，或运往邻近的平叶快

速通道销售。

“我们典庄村紧挨沙河，种出来的

桃又大又甜，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桃园，

桃园面积有1000多亩。俺村紧挨着这

两年才开通的平叶快速通道，交通便

利，市区有很多人来买，不愁销路。”典

庄村党支部书记典亚军说。

典庄村紧邻沙河，水源充足，土壤

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桃子

光鲜艳红、果肉香甜。

“我种了10多亩桃子，有黄桃、蟠

桃、红桃等品种，早上6点多摆摊，晚上

7点多收摊，一天卖六七百斤不成问

题。”典庄村果农段国珍高兴地说。

在平叶快速通道两侧的村庄，还有

很多像段国珍一样的果农，他们依托交

通便捷、土壤肥沃的优势，发展小而特、

特而优的产业，种植桃子、草莓、葡萄等

水果，小面积种植，多品种呈现，四季可

采，带火了沿线村经济，增加了村民收

入。

“我每天上下班都从这条路经过，看

到有卖新鲜水果的，就顺道买了几次，味

道很好！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买点

儿带回去吃，又好吃又方便！”在叶县工

作的平顶山市民典久可说。

近年来，九龙街道围绕小水果种

植，大力发展“特色种植+观光采摘”果

园经济，目前已有小果园679个，分别分

布在典庄、孟南、韩奉等6个村庄，种植

有葡萄、桃、杏、草莓、水果玉米等10多

个品种。这些小水果不仅增加了果农

的经济收入，也丰富了游客们的乡村体

验内容，进而带火了路边经济。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张森
王善帅）6月23日，滑县八里营镇2.3

万亩洋香瓜大面积成熟上市，到处是

一片繁忙的丰收景象，洋香瓜产业带

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振兴。

八里营镇刘苑村村民刘省各说：

“我今年种了六七亩甜瓜，一亩地产六

七千斤，按现在的市场行情，可以挣六

七万块钱。”

滑县金御苑瓜菜交易市场党支部

书记刘庆书说：“洋香瓜从5月中旬开

始上市，可以一直持续到10月底，现在

主要以批发的形式向外销售，日交易

量已达到了150万斤，主要发往广东、

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市场经纪人刘志军说：“我一天能

收十几万斤，当天都发走了，今年价格

也非常好，每斤1.8元到2元。”

近年来，八里营镇党委、镇政府通

过注入资金扶持，提供技术支持，扩建

交易市场和新建育苗基地等多种措

施，不断推动洋香瓜产业发展壮大。

目前，全镇洋香瓜种植面积2.3万余

亩，辐射14个行政村，从事洋香瓜种植

农户3000余户，种植品种30多个，年

交易量3.5万吨，带动交易市场、育苗

基地、大棚管理等农业产业用工1万余

人，每年给周边近2万名群众带来1.4

亿元的经济收入。

稳增长 稳市场 保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