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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韩功
勋王治坤）8月10日，正在建房的周口

市淮阳区曹河乡党路口村村民党茂辉，

因宅基地边界问题与邻居党茂刚发生

纠纷。

网格员党林合了解情况后，多次上

门劝解，并向两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

经过不懈努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握

手言和。这几天，党茂刚主动为党茂辉

帮忙，说要把耽误的工期赶回来。

这是淮阳区开展网格化管理工作

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淮阳区以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锚定“两

个确保”，对接“十大战略”，聚焦社会治

理大课题，坚持做实网格化管理，将资源

向网格聚集、管理向网格延伸、工作向网

格倾斜，用“小网格”撑起“大服务”、推动

“大管理”，探索出了“全员在格”“一呼百

应”“高效运转”的基层治理体系，有效提

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淮阳区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阵地建

设，着力夯实工作基础，为网格化管理服

务提供坚实平台。该区已投入使用高标

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整合了公安、

水利、卫生、城管、应急等相关部门的工

作力量和信息资源，形成集城市交通、市

容环境、生态保护、社会安全、应急指挥

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社会智慧治理大

脑；高标准新建或提档升级改建打造的

100个警务室均匀分布在全区，警力、办

公设施和警用装备科学化配置，实现

了“门常开、灯常亮、人常在”，打造出

5分钟出警圈。

按照人、事、物“全覆盖、无缝隙”

和“一张网、四级格”的思路，结合地域

实际，坚持“街巷定界、规模适度、无缝

对接、方便群众”的原则，淮阳区对中

心城区、乡镇、农村等区域科学划分网

格。目前，全区划分区级一级网格 1

个，乡镇二级网格 21个，行政村三级

网格 484个，四级网格 2073个，五级

网格 6438个。同时，依托网格划分，

将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有机嵌入网格化

管理体系中，建立在外务工人员、网格

员两个数据库，做到“一网采集、资源

共享、联动处置”，真正将服务触角延

伸到群众身边。

为确保网格治理有效，淮阳区还

不断夯实队伍管理、信息上报处理、矛

盾纠纷调处、警格融合等工作机制。

在日常网格管理过程中，淮阳区委常

委会定期听取社会治理工作汇报，及

时研判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区

委统一领导、区委政法委具体负责的领

导工作机制，并坚持把支部建在网格

上，区、乡、村三级书记分别任三级网格

长，各级各部门定期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增强广大网格员履职尽责意识、服

务群众意识、争当先进意识。

截至目前，淮阳区通过网格化管

理，排查化解典型矛盾纠纷510起，化

解 率 100% ，全 区 信 访 量 同 比 下 降

17.77%，因矛盾纠纷引起的治安、刑事

发案率分别同比下降45.6%、36.8%，故

意伤害等暴力犯罪同比下降88.2%，命

案零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

“作为基层治理的‘眼睛’‘抓手’

‘触角’，网格员当好了群众的‘大管家’

‘服务员’，同时也成了打通基层社会治

理‘最后一公里’的生力军。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新格局，全力推动我区基层治理工作再

上新台阶。”淮阳区委书记张建党如是

说。

□本报记者 杨利伟

吴淑芬最近大方了一次，花了

7900元买了一辆新四轮电动车，原来

骑了八年的三轮电动车退居“二线”，成

了爱人周树旺的座驾。

“绕村子转一圈大约有 5公里，最

少每天转一圈吧，八年下来少说也有2

万公里了吧，它可是给我出力了！”8月

9日，骑着新车匆匆赶回村委会的吴淑

芬还有点怀念她的旧三轮。

吴淑芬是中牟县万滩镇关家村的媳

妇，1997年，34岁她多了一个身份——

关家村党支部书记，2020年换届她又成

了“一肩挑”。

“咱们每个党员都是一颗闪亮的星

星，既然让咱们在村里当干部，就一定

要从自我做起，要干干净净，不能用公

款吃喝一分钱。作为一名党员，要有一

颗对党忠诚的心、为乡亲服务的心。”这

是吴淑芬经常和村“两委”干部说的话。

十年前，关家村穷。

“跟着她当村干部，是越当越穷

了。”村会计关中先在一旁嘀咕，不管给

村里协调什么事，吃饭都是自个儿掏腰

包，回来算算账，几个人再一起“抬”。

抬，就是分份兑钱，AA制。

关中先说，当时村集体账上不但没

有一分钱，还欠着一万多元的外债，村

里花钱只花在教师节慰问教师、春节慰

问军烈属和买些办公用品上。

2010年，县里要修路，7米宽的水

泥路有500米穿村而过。

“当时村里的路只有 3米宽，每家

每户地基比路高三四米，一下雨，路变

成水渠了，关家村人都是卷着裤腿赤麻

脚出行。”吴淑芬说，“我一看这不行啊，

只修500米，太少了！我就去找到镇党

委说，想把村里的南大街、北大街一起

修修。”

到镇里一说，镇里书记“将军”：“真

想修，你们村里拿来10万块钱交到财

政所，就给你们修。”

吴淑芬咬咬牙，说了一个字：“中！”

回到村里，开党员会、群众会一说

这事，大家都说不知道去哪儿弄那 10

万元。“党员们先兑！”吴淑芬、关中先、

廉新喜、周西岭 4个党员凑了 10万元

交到镇里，第二天就开始上推土机，拓

宽南北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到8米，路

基也垫高了 2 米多，下来总共修了

1500米的水泥主干道。

“这10万块钱一直到2015年才还

给大家，一分钱的利息也没有人说要。”

吴淑芬说。

这些路一直用到 2020年年底，关

家村被列为郑州市美丽乡村精品村，

万滩镇制订“归园田居·关家村”改造

提升方案，8米宽的主干道重新铺上柏

油，背街小巷也全部硬化了。

吴淑芬领着党员、群众把“穷”撵

窜了。

撵走了“穷”，还要招来“富”；想招

“富”，要有基础。

“关家村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村

里通过‘文明庭院’‘乡村光荣榜’先进

人物选树、孝善文化节等活动开展，引

导群众从过去的讲排场、比气派转变

为‘比文化、比家风’，做到‘面子美’

‘里子美’并重。”中牟县副县长、万滩

镇党委书记杜磊磊说。

如今的关家村，绿意盎然、生机勃

勃。

家家户户的黄泥墙、草苫顶，看上

去别有意趣；主干道边的红石头墙上，

镶嵌着废弃轮胎、瓦罐、旧砖、旧瓦，造

型别致，乡村古风扑面而来。

“路修好后，群众的心劲也上来

了，老是追着干部们要发展。”吴淑芬

感慨，是得想法发展了，还得是稳定发

展。

2011年，中牟县农委搞万亩农田

开发，关家村成了试点，村里打了60眼

机井，生产路也修好了，全村1900亩耕

地全覆盖，一个妇女骑个三轮车带上水

带到地头一插卡就能浇地了。

出关家村向西 1.5 公里，就是黄

河。“关家村耕地性质都是基本农田，只

能发展高效农业。”吴淑芬说，“我们就

想到了土地流转。”2014年，关家村流

转 484亩土地与资金方合作建设有机

生态农场。

距离村子不远，就是村民们经常务

工的稻草人农场。2019年，稻草人农

场建成，主要从事有机蔬菜种植和林下

养殖。“群众的地每年每亩能收到1800

元租金，在农场里务工每天也能拿到

100元的收入。”吴淑芬说，通过党支部

领办的合作社与企业绑定，每年能为企

业输送农民工 70余人，群众实现增收

30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增加 10余万

元。“这十年啊，关家村是一年一个样，

群众现在是不愁吃、不愁花，年人均收

入都到 2万元了。”关家村支委委员吴

风波说。

（下转第二版）

8 月 13 日，
灵宝市阳平镇横
涧村 71 岁的面
塑艺人李列珍
(右二)老人在家
中为村里的面塑
爱好者和孩子们
传授面塑制作技
术。李列珍制作
的动物面塑形象
逼真、花草面塑
栩栩如生，其作
品多次获奖。本

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邢博 摄

新征程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奋奋进进

这十年中原乡村 ⑤

核心提示
群众利益无小事。今年以

来，周口市淮阳区扎实开展“能力
作风建设年”活动，通过整合网格
员队伍，发挥网格员信息员、协调
员、安全员、宣传员、巡查员作用，
从群众关心关切的问题入手，用
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的困难
事、烦心事、揪心事，提升了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一颗心 满天星满天星满天星满天星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周
洋洋谢雯）8月14日，在郏县薛店镇

前冢王村一片近600亩的玉米地里，

一台自走式喷灌机正在进行田间作

业。“今年干旱，我这玉米地已经浇第

四遍水了。”郏县朝峰农作物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唐朝峰对记者说。

近段时间持续高温干旱少雨，

给秋作物正常授粉和生长带来不利

影响。

为应对极端天气，郏县农业农

村局成立抗旱保秋技术指导组，走

进田间地头，针对秋作物生长期开

展科技指导和技术培训，指导农民

科学应对干旱，及时防控病虫害；

免费发放病虫害防治农药，引导农

民开展群防群治，实现虫口夺粮。

截至目前，抗旱保秋技术指导组共

指导农民抗旱保秋灌溉 38.5 万

亩，病虫害防治42万亩，追肥及叶

面喷肥 36.8 万亩，开展技术培训

18场次1630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 通讯员

杨银鹏申鸿皓）“鸭灌送来了‘及

时水’，俺家的十几亩苞谷算是有

救了！”8月14日一大早，社旗县委

第四巡察组组长苟万松到大冯营

镇张腰庄村鸭灌支渠查看放水量

时，正在引水浇地的村民张大哥对

他说，“感谢巡察组，帮助俺们解决

了浇地的大难题。”

进入8月，社旗县持续高温少

雨，大冯营镇7万多亩农田出现不

同程度的旱情。巡察组同志在走

访中了解到，鸭河灌区支渠由于水

量过小，无法满足浇地需要，沿渠

群众只能“望渠兴叹”。

“不能让好端端的水渠变成摆

设。”苟万松了解情况后，立即联系

大冯营镇党委、镇政府，要求他们

全力以赴解决好群众的“心头事”。

苟万松从鸭灌服务中心了解

到，水量过小的原因是上游部分渠

段落闸限水所致。

8月 11日，巡察组及时赶到鸭

灌服务中心，与其负责人一起商讨

用水方案，现场调度供水，确保上

下游群众均衡受益。

在巡察组的跟进督促下，鸭灌

服务中心研究制订了鸭河灌区干

支渠流量调配方案，并现场进行了

提闸增流，增加抗旱保苗面积。8

月12日晚，渠水顺着干支渠加速下

泄到了大冯营镇党庄村、晋庄镇花

马营村等19个行政村，群众纷纷引

水浇田，数万亩农田“解渴”泽润。

本报讯（记者吴向辉）8月15日，

2022年河南省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首期培训班开班仪式

在郑大云创众创空间学缘堂报告厅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 200名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集中培训“充电”，为我省

乡村产业振兴集聚能量。

当日，九届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郑

州市原市长、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创会

会长、郑州大学兼职教授陈义初，郑州

大学副校长（正校级）、教授、博士生导

师屈凌波，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王承启等出席开班仪式。

据了解，本次培训除了15天的集

中授课外，还有 60学时的线上课程，

将根据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和学员实际

需求，采取观摩、调研、论坛、研讨、路

演、展销等多种方式，以实战化、开放

式、孵化型教学模式，增强培训的针对

性、实效性。后续还将多部门协同联

动，在技术服务、创业指导、项目资金、

金融保险、产销对接、职称评定和职业

技能认定等多方面，为学员量身定制

“一揽子”扶持政策，确保培育的质量、

效果。

据介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

育“头雁”项目，是由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启动实施，旨在加强对乡村产业振

兴带头人的系统性培育和综合性政策

支持，培育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头

雁”队伍。今年，我省计划培训800名

“头雁”，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现代农业

发展新理念、掌握团队管理新方法、熟

悉农业产业化经营新模式的乡村产业

振兴带头人，助力河南乡村产业“振翅

高飞”。

郏县 指导组下乡 抗旱防病害

社旗 巡察到田间 解决灌溉难

200名“头雁”到郑大充电
我省首期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张
红卫）“你看这一棵花生结了40多

个 果 ，亩 产 肯 定 得 超 过 400 公

斤。”8月15日，在汝南县板店乡冯

屯村一块花生田里，几名村民正在

查看花生长势，村民张洪彬随手拔

起一棵花生说。

“我这15亩地种植的是县农业

农村局推广的高油酸花生，采用的

是先起垄后播种的种植模式，这种

模式旱能保墒，涝能排水。花生种

在垄上，通风透光，成果率高。”张

洪彬说，花生生长期间，他在乡农

业农村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指导下，

及时采取化学除草、追肥、控旺、病

虫害防治等管理措施，经过科学管

理，目前花生长势喜人。

板店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在

花生选种、日常管理、收获加工等

各个环节加强指导，从种到收全程

跟踪服务。 目前，该乡1万多亩花

生长势良好，广大农民正在加强花

生后期田间管理，期待收获沉甸甸

的果实。

汝南 科学种和管 花生长得好

全员在格 幸福满格
淮阳区通过规范网格化管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8月15日，汝阳县王坪乡柳树村第一书记吴红波（右）和驻村队员一起查看葡萄长势。
2021年，柳树村驻村工作队扶持该村种植野山葡萄3.5万棵，眼下丰收在即。康红军摄

巧手匠心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标题新闻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