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卢氏县沙河乡杨家村村民在梨园里采
摘套种的辣椒。该村2018年开始大面积种植红香酥、
玉露香梨树，并在树下套种辣椒。使村民走上了增收
致富路。 本报记者 杨远高 通讯员 聂金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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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常永丽 袁勖
杰）“短短的一个月，我们村的环境变好了，产业

发展有了方向，干活都更有劲了！”8月 12日，在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杨庄村，该村党支部书记杨

建华道出了“五星”支部创建以来村里的变化。

今年6月份，杨庄村因班子不团结、产业发展

滞后、基础设施较差等问题，被确定为万金镇的

软弱涣散村。召陵区委按照“五星”支部创建要

求，选派区财政局的郭保龙担任杨庄村第一书

记，入村开展整顿工作。

郭保龙从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

度入手，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让党员干

部真正起模范带头作用。

针对群众反映的主导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发

展，郭保龙带领村干部经多方考察，理出了发展

思路：利用整理出的荒坑荒片，规划建设标准化

厂房和光伏发电项目；建立“双绑”机制，流转托

管土地 1000亩；确定申请专项债 3000万元，用

于培育蘑菇种植，项目建成后，可为村集体年增

收100多万元，提供就业岗位300个。

“来啃这块硬骨头，自己思量了很久。可没

想到，一个多月来，干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规划

有了，目标定了，干事创业的劲头上来了，我们迎

头赶上的底气随之也来了。”郭保龙坦诚地说。

漯河市召陵区万金镇杨庄村
软弱涣散村步入“蝶变”路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叶全花 乔新
强）8月7日，在位于鲁山县赵村镇赵村村的喜逢

民宿内，小院外绿树成荫，小院内点缀着花花草

草，环境显得特别优雅别致，引来了不少游客就

餐、住宿。“这里山清水秀，鸟语花香，我们以后有

空会经常来玩的。”一位名叫李静静的郑州游客

说道。

“我的民宿生意火爆，主要是这里的设施好、

服务态度好，更得益于我们村里的生态环境好。”

喜逢民宿负责人赵延喜说。

赵村镇地处鲁山县西部深山区，有着得天独

厚的旅游资源，当地空气中负离子含量高，被誉

为“天然氧吧”，境内温泉闻名遐迩，上汤村更是

有“神汤之源”美称，曾获得国家级“温泉之乡”称

号。近年来，该镇结合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活

动，加强生态保护，对青山增加绿植覆盖面积，对

水域河流进行清理整治，实现了山青、岸绿、水美

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此为基础，该镇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

来。

截至目前，该镇12个村发展民宿38家，从事

民宿、温泉等旅游产业的群众达9100余人，全镇

每年旅游产业实现收入8000多万元。

鲁山县赵村镇
环境美了 游客来了

8月 11日，漯河市西城区新城办月湾湖社区

开展了“翰墨养正气 妙笔扬清风”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此次活动以廉政书法作品为载体，将书法

艺术与廉洁文化有机结合，让广大群众成为清廉

之风的传播者，树立崇洁尚廉的价值观念，增强

反腐倡廉意识，既丰富了廉政文化内涵，也满足

了群众文化生活的需求。

下一步，漯河市西城区新城办将持续开展新

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活动，使廉洁文化真正进机

关、进社区、进到寻常百姓家；把廉政文化延伸到

社区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全面筑牢辖区拒腐防

变基石，让反腐倡廉的思想在居民心中根深蒂

固。 （余卓恒）

近年来，漯河市人民检察院扎实开展送法进

校园“百千万工程”，积极推进检察官担任中小学

校法治副校长等专项活动。特别是高标准建设

完成漯河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展厅，为推动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权益保护、犯罪预防等工作提供

了更加丰富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舞台。

该院立足精品，打造一站式法治教育阵地；

创新模式，努力实现法治教育全覆盖；把法治教

育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联合公安、教育、团委等部

门，凝聚合力，共筑未成年人同防同护体系，先后

获得全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青少年网络素养

教育基地，全省优秀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家风家

教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 （郭湘山）

漯河市检察院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廉政书法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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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杨琳
琳）“大爷，天热一定要注意防暑。”8月

12日一早，正在新蔡县人民西路路口进

行清扫工作的环卫工人万巨田收到了

县总工会送来的风油精、毛巾、牛奶、矿

泉水等防暑降温用品。“感谢县委、县政

府关心俺们。”万巨田高兴地说。

眼下虽然已经立秋，但高温天气

仍然持续，为进一步做好高温天气下

一线员工防暑降温工作，新蔡县委、县

政府委托县总工会为奋战在生产建设

一线的公安民警、环卫工人、城管执法

队员、企业工人等“送清凉”，送去党委

政府的关心和问候。

据介绍，此次“送清凉”活动，该县

共为全县数十个生产建设一线岗位的

职工发送价值 10余万元的物资 1000

多份。

本报讯“你们的体检太及时了，

让我老伴及时发现了冠心病，太感谢

你们了。”8月 13日，淇县高村镇三里

屯村姚桂珍老人感激地对上门开展健

康体检的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人员说。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自 8月 1日起，淇县高村镇中心卫

生院组织全体党员包村入户上门开展

健康管理服务，对辖区内的脱贫户、监

测对象、特困户等健康帮扶对象开展

健康体检、义诊义治，并进行健康生活

方式、合理用药等方面的指导，受到了

群众的一致好评。 （肖江云）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吴
丽）“去年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为

我们新打了一眼 500米深的水井，一

下解决了困扰群众两年多的吃水难

问题，大家从心眼里感谢联乡帮村干

部……”8月 4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永兴街道蒋东村党支部书记刘

新成说，现在区里的联乡帮村干部经

常来村里，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从2021年开始，该区43名县科级

干部按照许昌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

署进村入户、深入基层，心甘情愿当群

众的政策宣传员、项目协调员、矛盾调

解员、群众帮扶员，为群众排忧解难。

该区联乡帮村干部把中央一号文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法律法规等

作为重点内容，通过组织村“两委”班

子、农村党员、群众开展集中学习、面

对面讲解活动。活动开展以来，该区

共开展宣传470余场、受众人数20000

多人次，发放宣传单12000余份。

在实际工作中，该区联乡帮村干

部勇当农村发展的项目协调员，将收

集的社情民意整理归类，按急、难、缓

程度和短、中、长时间制订帮扶方案，

想方设法争取支持，逐个予以突破。

该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联乡帮

村干部通过调研摸底，明确了 2022

年重点要做的三件事，其中 6900 亩

高标准农田已经开工建设，进度居全

市第一；韩东饮水井和邱庄饮水井已

经开工建设，预计 8月底工程全部完

工。据统计，该区联乡帮村干部已协

调有关部门落实涉及道路、饮水、基

层党建阵地、农业产业发展项目建设

20多个，切实帮助基层群众破解发展

难题。

该区把农村社会稳定与联乡帮村

工作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利用每月10

日、20日联乡帮村日到乡镇（街道）和

村里与群众沟通交流，听呼声、听民

意，甘当矛盾调解员。工作中联乡帮

村干部主动协助乡、村两级班子做好

矛盾纠纷的排查和调处工作，在处理

信访件特别是历史遗留问题和重点案

件时，采取“联乡县领导包乡镇（街

道）驻村干部包村”的包保方案，集中

所有力量，攻克疑难信访问题，努力

打开群众的心结，协调解决他们的合

理诉求；目前共排查矛盾纠纷 87个，

有效化解87个，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

稳定。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凌）

“光为了俺家的这个小厕所，你们都来查看

两三次了，有坏损的地方也帮助免费修理解

决好了，俺真是打心眼里感激……”8月 11

日，面对上门了解厕所使用情况的沈丘县洪

山镇臧庄村村干部，村民臧中成颇为满意。

近日，洪山镇按照省市县农村问题厕所

排查“回头看”统一工作安排部署，在全镇范

围内对近年来农村改造的户厕全面开展一

次“回头看”，着力围绕“质量优、数据实、使

用好”的总要求，全面摸底排查存在的问题

与不足，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在具体工作中，该镇组织工作人员对各

级财政支持改造的农村户用厕所进行入户

拉网式排查，坚持每户必到、每厕必查，严

格落实“谁排查、谁签字、谁负责”工作机

制，确保当前农村厕所存在的问题全面清仓

见底，做到底清数明。针对“病厕”问题排

查的同时，该镇向群众大力宣传卫生厕所

使用相关知识，规范完善各村户厕改厕“一

户一档”资料，对建成后的厕所落实后续管

理和维护包保责任制，要求责任单位加强技

术指导，做好跟踪服务，让群众用得安心、放

心、舒心。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张广福）

“自从便民服务大厅搬到镇纪委办公区以

来，大厅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更好了，工作

效率更高了，老百姓办事儿更方便了，我们

特别满意。”8月4日，濮阳开发区新习镇寺

上村村民杜学忠对记者说。

自濮阳市乡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

治化正规化建设启动以来，为切实发挥纪委

监督作用，新习镇主动把便民服务大厅设在

镇纪委办公区，将行政服务大厅和窗口部门

直接置于纪委监督的“探照灯”下，实现了群

众投诉、纪委监督“零距离”。

新习镇纪委负责人说：群众投诉“零距

离”是指设立镇纪委信访接待室，纪委班子

成员每天轮流接访，对群众反映窗口部门的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问题，镇纪委第一时

间启动监督问责程序，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

态；纪委监督“零距离”是指紧盯大厅服务中

“吃拿卡要”、办事效率低等问题易发风险

点，通过定期检查审批事项档案、突击抽查

大厅工作纪律、随机暗访办事企业群众等方

式，全方位、多渠道收集问题线索，有效畅通

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权益保障通道。

截至目前，新习镇纪委共向服务大厅提

出整改意见 12条，立行立改问题 12个，解

决北新习村群众反映天然气安装不到位等

民生问题8个。

□本报记者 巴富强 通讯员 陶宗海严相合

“喂，是尹书记吗？我是马群领，是你帮

助俺妈找回‘黑’了多年的户口，了结了俺妈

的心愿，真是太感谢了！”8月10日，西华县

艾岗乡纪委书记尹全胜接到一个来自新疆

的电话，对其帮助他母亲恢复户口一事表示

感谢。

说起这事儿，马群领有一肚子话说。

马群领是艾岗乡白庙村人，2002年去

新疆发展，留下母亲王满一人在家生活。

2003年 12月，看母亲身体不好，他把母亲

接到了新疆赡养。

“俺妈都86岁了，我打算把她的户口迁

到新疆，让她和我们一起生活。去年年初，

我回老家在乡派出所开具母子关系证明时，

发现俺妈因外出时间较长，户口漏登，成了

‘黑户’。”马群领说。

今年4月，尹全胜带领乡纪委工作人员

入村走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到乡派

出所进行深入调查，了解情况，并下发督办

通知单，要求乡派出所尽快处理。

乡派出所接到乡纪委的督办通知单后，

根据户籍管理规定，户籍警和管片民警经过

多次走访、多方取证，很快为王满补录了户

口，恢复了王满的户籍，并为其办理了二代

身份证。

本报讯 （通讯员韩浩 朱丝语 记者尹
小剑）“我自小就在这儿居住，这个小区属于

20世纪80年代初的老房子，很多还属于老

瓦房，能搬走的都搬走了，留下来的大多是

老年人，在这里生活大半辈子了，不愿意离

开，这个小区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8月

11日，今年60多岁的淮滨县顺河街道老建

设局家属院居民刘先生说，“现在好了，国家

还想着我们，把我们房子和小区进行了升级

改造。”

记者在家属院看到，原本的破墙烂瓦消

失不见了，雪白的墙面、崭新的房顶、整齐的

窗户映入眼帘，那个曾经雨污横流、杂乱破

损的小区又重新焕发了光彩。

近年来，该县小区改造工作在各地如火

如荼地进行。“符合改造条件的小区最少是

二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由于诸多因素的

限制，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并不容易，既要

改‘面子’，也要下足功夫完善‘里子’。我们

在改造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最佳方案，从而最

大程度地回应居民关切，提升居民获得感。”

该县住建局工作人员刘雪说。

据介绍，几年来，淮滨县小区改造取得

了很大成绩：2019年改造完成老旧小区 2

个，共5栋 150户，2020年改造完成老旧小

区16个，共计283栋 2063户，2021年改造

老旧小区8个，共计25栋489户。

新蔡县

“清凉”送一线

8月14日，农民工在宁陵县孔集乡孔
庄村润辰食品生产车间加工糕点。该村采
取“党支部+工厂+农民工”的模式，带领农
民生产糕点、盒装食品等，通过线上线下销
售，产品供不应求。 吕忠箱 摄

8月14日，柘城县老王集乡老年书画
爱好者正在进行登记统计。柘城县老王集
乡党委、乡政府重视凝聚乡贤力量，组织动
员乡贤能人和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张超 摄

淇县高村镇

健康送到家门口

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进村入户 一切为了群众满意

淮滨县 老旧小区焕新颜

八旬老人漏登的户口恢复了

濮阳开发区新习镇 群众投诉“零距离”

沈丘县洪山镇 厕改“回头看”群众更方便

8月12日，宝丰县石桥镇寺门村，宝丰县豫剧团演员在表演豫剧《穆桂英挂帅》。当天，宝丰县豫剧团来到寺门村开展“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演出
活动，为村民们献上一场精彩的传统戏曲表演。 何五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