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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峰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进入新

常态，到扛住经贸摩擦，中国经济走过

了艰辛的十年，GDP总量增长了一倍

以上。

但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速放缓所

带来的影响，还是波及了我所在的这个

小山村。两年来，村里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的多了起来。

“徐书记，村里有啥好项目，让我们

也参与参与呗！让我上山养牛也中！”

“给我弄块地呗，让我回去搞个纺织加

工车间。”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参

与项目可以，但让我弄一块地，着实困

难很大，因为我的占地 18亩的育肥羊

场项目，从立项到完成审批，就历时了

将近半年时间。

其实，从脱贫攻坚、小康社会建设

到乡村振兴，唯一的着力点就是因地制

宜发展产业，促进返乡人员创业致富、

就业增收，庙湾村概莫能外。

增收有项目

两年多来，庙湾村先后推动大棚香

菇种植、育肥羊养殖、乌鸡养殖、太空桑

种植和超吨富硒小麦、高能玉米、高产

小米等高效农业项目，以及柿子醋等土

特产规模销售，党员、干部带头参与，重

点扶持在家劳动力和务工返乡人员参

与项目，着力打造返乡创业就业平台，

鼓励返乡创业、就业。

以育肥羊项目为例，村里实施“统

一规划建设圈舍、统一购买羊羔、统一

喂养技术管理、统一购买草料物资、统

一销售成品羊”模式，村集体合作社兜

底投资损失风险，让返乡人员无风险投

入，带动增收。4月，首批入栏 700只

育肥羊，吸纳10名返乡人员，以家庭为

单位累计投资 50多万元参与项目，目

前羊群长势良好，计划 9月底出栏，预

期投资回报率不低于20%。

以榆钱、洋槐花、柿子醋、花生、花

椒、蜂蜜、粉条、柴鸡、柴鸡蛋、香菇、小

磨面粉、玉米糁、小麦仁等为主的土特

产规模销售，从家门口收购到车间分

装、包装、运输等，几乎涵盖了全村一半

以上的家庭户，两年来累计销售10000

多件，销售额 120多万元，增收效应明

显。

就业有岗位

村里鼓励返乡人员，到村集体发起的

经济项目就业增收。以40个香菇大棚项

目为例，保鲜冷库、烘干车间和分装生产

线、仓储库等配套设施齐全，香菇种植规

模达20万袋，年产值近200万元，已逐步

打造成为主导产业，累计吸引 10名返乡

劳动力承包大棚，带动近百名务工人员灵

活就业，成效明显。

另外，村里的钢结构厂房、羊场圈舍、

防水墙、雨污管网、道路硬化与修复等配

套建设，以及卫生保洁、禁烧、防汛、幼儿

园安全等，鼓励返乡人员和监测户一样，

积极参与灵活就业促进增收。仅今年上

半年，就推动近30人参与上述项目就业，

累计增收不低于20万元。

创业有扶持

村里通过经济项目调研论证会、第一

书记专题讲座、公开党课、专题学习等方

式，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培训提升返

乡人员综合素养，增强返乡人员对村里产

业发展的了解；针对返乡创业人员，我先

后协调当地四家银行机构，为村里提供创

业项目扶持贷款近200万元，村里的香菇

大棚种植、育肥羊养殖、乌鸡养殖等项目，

都有项目扶持贷款的资金。

以返乡人员邢喜超为例，今年承包12

个香菇大棚，村里协调贷款扶持10万元，

种植了4万袋香菇，上半年2茬香菇已经

收回投资，秋后出菇毛利润预期不低于10

万元，虽然辛苦一些，但项目创业收入并

不比外出务工收入低。

庙湾村孵化落地9个经济项目，累计

使用财政资金150万元、小额信贷资金近

200万元，外部企业投入、村集体和返乡

创业村民自筹资金近200万元，每年为村

集体带来可支配收入 30 多万元，预计

2022年度各项目总产值将达1000万元。

目前，各类项目已经覆盖全村2/3以

上的家庭户，覆盖家庭人口近1000人，返

乡人员全部实现就地创业就业，庙湾村在

经济项目谋划和主导产业培育上，已经走

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强村富民”和“返乡

创业就业示范发展”路径。

8月 9日，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驻

米庙镇枣树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为

该村村民免费发放新型农药，帮助他

们在秋粮生产中增产增收。

8月初，工作队在入户走访时了

解到，今年玉米播种较晚，蚜虫虫害

较多，如不及时防治，将严重影响质

量和产量，驻村第一书记耿向南紧急

与汝州市农业农村局联系，寻找低

毒、低残留农药。

“现在正是玉米病虫害防治的关

键时期，这次为枣树庙村村民免费发

放农药，就是希望帮助他们防治玉米

病虫害，增加玉米产量、提升玉米品

质，希望他们有个好收成。”工作队队

员、高级农艺师马艳君说。在发放农

药时，马艳君逐一为农户讲解农药使

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感谢工作队为我们免费发放了

农药。我会按照技术要求，定期给玉

米打农药，一定管理好我家的 30亩

玉米，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枣树庙

村致富带头人何令杰当场表态。

（张鸿飞王俊杰）

房前屋后是否干净卫生，村里

道路是否平整洁净……8月 10 日，

汝州市临汝镇郝寨村党群服务中心

公示栏上，上述情况一目了然。

“红榜是做得好的，黄榜是做得

差的。”驻村第一书记滕哲哲说，“我

们结合镇里提出的人居环境常态化

治理要求，推出红榜黄榜评比制度，

实行网格化动态管理，检查、评比、整

改环环相扣。”

现在的郝寨村，街道整洁美观，村

组党员干部和分包村民来往巡查，随

时随地进行整改。村民们都说：“实现

动态管理后，俺村环境越来越好了。”

据介绍，郝寨村将街巷划为若干

片，构建由村“两委”成员包片、村组

干部包党员、党员包户的三级网格，

层层压实责任。

在每月开展的1到2次观摩评比

中，村“两委”成员、村组干部、党员、

群众代表组成检查组，实地查看，评

出红榜户和黄榜户。对于发现的问

题，能及时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及

时整改的，包户人作出承诺，限期整

改完成，村“两委”包片成员负责检查

督导完成情况。

截至目前，郝寨村已评选出选出77户户

红榜户红榜户、、44户黄榜户户黄榜户，，村民自觉爱护村村民自觉爱护村

居环境的意识明显增强居环境的意识明显增强。。

（（张鸿飞牛向涛郭营战文/图））

“无偿献血，无上光荣。去年，因为

有事没有赶上，今年我提前做好了准备，

请抽血吧。”8月4日上午，在无偿献血现

场，汝州市夏店镇干部高占旗说。

当日上午，经过精心准备，夏店镇

邀请平顶山市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来

到镇里，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

“献血对身体没有害处，大家不要

紧张。”为了缓解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

同志的紧张情绪，该镇干部安媛玲笑

着大声提醒道。她说，这是她第四次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咱是党员干部，要时时处处带好

头，无偿献血更不能落后。”夏店镇

孙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户俊

国在采血车上，与陈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陈武召交流着工作中的体会

和心得。

据统计，当日有80余人参加此次“无

偿献血 传递爱心”活动。

（张鸿飞平党申）

8月4日，正值我国传统节日七夕，汝州市公路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洗耳河街道南关社区等，组织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汝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举办“巧手剪

纸度七夕”活动。
李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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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店镇 8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无偿献血

“俺村环境越来越好了”
临汝镇郝寨村多措并举提升人居环境整治成效

“驻村工作队送来了免费农药”
汝州市农业农村局驻枣树庙村工作队助农增收出实招

强化源头治理 化解矛盾纠纷

汝州警方重复警情化解率100%
□张鸿飞韩恒超

连日来，汝州市公安局以“百日行动”为契机，依托“情指勤舆”实战化机制，以体系化推动
重大风险预防化解工作目标，进一步强化源头治理，全面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努力做到早发
现、早预警、早化解、早处置，坚决杜绝各类极端案事件发生，有效预防了重复警情背后的潜在
风险隐患，有力预防了“民转刑”“刑转命”案件事件的发生。

聚焦机制引领提升工作效率

建立清查机制。以“接处警平台”

为依托，对2022年以来的“同一时间、

同一电话、同一地址、同一报警人”的重

复警情按矛盾纠纷、恶意报警、涉精神

病人、涉黑涉恶等类别进行全面梳理、

深度研判，清理出8件敏感重复警情。

建立转办机制。在梳理敏感重复

警情的同时，依托“情指勤舆”实战化机

制，对照警情类型做好分级分类，进行

重复警情统计，第一时间指令相关警种

和派出所，分层评估、分类处置、分时段

动态清零。

建立督办机制。对梳理出的重复

警情，逐一列出任务清单、倒排时间表、

明确落实责任人，由汝州市公安局采取

“日推进、月通报”工作机制，督导各单

位强力推进，逐件挂账销号，确保重复

警情件件化解。

聚焦内外联动提升整体合力

加强内部联动。由情指中心牵头，

对接报的敏感重复报警，强化报告，视

情况指令相关警种联动开展工作，力求

第一时间化解风险。同时，利用周警情

研判会、月警情研判会，通报各单位敏

感重复警情完成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开

展情况。

加强重复报警治理。明确因群众

等待引发的，要改进措施、完善机制。

因矛盾纠纷引发的，要指派社区民警认

真了解情况，推动街道、社区多元化

解。对恶意骚扰、滋扰的，坚决予以打

击处理。2022年以来，已对 3名滋扰

110人员采取警告等行政处罚措施。

加强对外联动。对于重复警情处

置涉及联动部门处置的，要加强同

12345等联动部门及基层组织等联动

协同处置，切实提高重复警情治理效

能，提升共建共享共治能力水平。7月

27日、7月28日，指挥中心连续接到报

警：汝州市锦绣路绿洲新城二期与三期

业主因出路问题引发矛盾，两期部分业

主聚集。在指派警力开展处置的同时，

及时进行分析研判，指挥中心迅速向汝

州市委、市政府、市委政法委汇报，及时

发出工作建议及提示，建议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及其他涉及部门共同派员处

置，根据建筑设计出具权威认定。经多

部门联动，矛盾纠纷得到迅速化解，隐

患得到及时消除。

聚焦防范化解
提升治理效果

做好源头化解。要求各派出所进

一步规范 110接处警流程和初始执法

行为，从接报警源头上对110接处警和

自报警情2次以上的重复报警情况及时

研判，对扬言个人极端、涉家庭、婚姻、

感情、邻里、债务等矛盾纠纷的重复报

警情况，配强警力、迅速介入、快速到

位，“见人见底”，同步开展宣传教育。

2022 年以来，已化解 8件敏感重复警

情，化解率100%，实现了动态清零。

做好矛盾化解。充分利用社区民

警人熟、地熟、情况熟、化解能力强等特

点，建立起以社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

社区群众等为代表的调解小组，搭建调

解平台。家住煤山办事处向阳安居小

区一男子多次酒后与家人生气，2022

年重复报警 5次，存在滋事潜在风险。

辖区派出所已将此人纳入重点人员管

控，积极与辖区党政部门和社区沟通，

密切关注其动向，若存在违法行为，依

法处置。

做好调解回访。要求社区民警在

社区检查时，注意随时掌握情况动态，

平时利用电话进行回访，了解情况及时

销账，防止反弹，巩固调解效果，形成工

作闭环。

汝州市公路管理局

开展“趣味剪纸”活
动。

宋哲哲 摄

洗耳河街道南关

社区联合南关小学进

行“庆七夕 书画创作”

活动。
丁亚伟杨俊英 摄

汝州市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朗

诵诗词，庆祝七夕。

赵银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