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飞宇，1992 年 12 月出

生，本科学历。2014年6月，考

取省委组织部选调生。2014年

9月至2021年5月，先后任清丰

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科员、副主

任科员，清丰团县委副书记，高

堡乡党委副书记。2021年5月

至今，任清丰县六塔乡党委副

书记、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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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要振兴，产业先

振兴。”这是南阳市宛城区委

政法委驻高庙镇塔桥村第一

书记刘森的真实想法。

刘森到塔桥村任第一书记

已俩月有余，通过摸排，对村情概

况已有了基本了解：村里没有特色

产业，农作物以小麦、玉米、花生为

主，亩均年收入在3000元左右。

“如果仅仅靠这几种作物只能让

群众有收入、能吃饱，而不能让群众普

遍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仅仅依靠

小麦、玉米、花生等传统作物的种植来实

现乡村振兴无异于纸上谈兵。”刘森说，

“因此，必须转变思路、拓展种植种类、改变

种植方式、延伸产业链，才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有效途径。”

带着这样的思路，刘森找到了邻近的袁黄

庄村取经。袁黄庄村是南阳市有名的万亩蔬

菜基地。2004年起，当地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搭建蔬菜大棚，成立农业合作社，带领群众种

植反季蔬菜。农业合作社统一技术、统一规划、

统一种植、统一销售，再加上政府出面聘请农业专

家指导种植，很快打响了名气。如今，每天从这里

流向市场的瓜果蔬菜就有几十万斤。通过产业带

动，如今蔬菜基地年产值将近 2亿元，带动 2000多

名群众就业。

有袁黄庄村这样成功的例子摆在眼前，刘森底

气足了。刘森找到袁黄庄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了沟通

交流，在他的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跨

村成立了联合党支部，由袁黄庄村种植专家来指导

塔桥村发展蔬菜种植业。

致富项目有了，谁带这个头？刘森的点子又来

了。他做通了一位种植大户的工作，邀请他到塔桥

村成立合作社、发展蔬菜种植。希望通过他的带动，

把种植项目留在塔桥村，培养一批蔬菜种植工人，让

群众依葫芦画瓢学会种菜、卖菜，壮大蔬菜产业，让

群众逐步富起来。

没有蔬菜大棚怎么办？建蔬菜大棚需要的资

金、土地怎么办？

经考察了解，刘森发现邻村有8亩蔬菜大棚。于

是，他就带领种植大户找到了该村党支部书记，表明

了想法，要把大棚租过来。一听说是要带领群众致

富，该村“两委”商议后爽快地答应了。

大棚有了，种什么？怎么种？依然是个问题。

于是，刘森就和种植大户去向土专家请教。最

终确定下来种植3棚卷心菜、3棚花菜、2棚赤松茸。

在种植专家的指导下，种植大户足量购买了已经种

植成功的卷心菜、花菜种子，让育苗基地代为进行育

苗；与此同时，种植大户开始平整土地。现在，塔桥

村生态农业合作社的大棚里已经种上了卷心菜、花

菜，并且带动了本村和本镇其他村的种植户一起种

植蔬菜。

（本报记者 曹怡然 通讯员 张庆元史源远）

今年以来，义马市委组织部以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推动

组工干部提能力、转作风。

打造过硬政治机关。全体组工

干部把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修课、必修

课、终身课，利用周五集中学习、第一

议题制度在强化理论学习、坚定理想

信念上严格要求，科室轮流领学习近

平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解读讲话内

涵。今年以来，累计集中学习20次，

在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中提升政治

站位，擦亮组织部门政治机关底色。

打造过硬服务机关。持续增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意识，面对党

员、干部、人才、老干部等服务对象，

强化服务意识、增强服务能力、提高

服务效能，重点在工资审批、政策咨

询、干部服务等领域做优服务，做到

作风转变从服务开始、能力提升在服

务中增强。

打造过硬清廉机关。开展廉政风

险排查，定期召开廉政风险季度会议，

重点关注干部调整、人员招录、舆情信

息等领域廉政风险点，制定相应防控

措施；持续净化社交圈、生活圈，保持

“亲”“清”的政商关系、“简”“减”的同

事关系和“严”“严”的组织关系，确保

全体组工干部守牢廉洁底线。（张印）

9月 3日，星期六。上午11点

多，笔者走进宋俊峰的办公室，他

人不在，桌子上的泡面没吃完，旁

边的小铁锅里煮的鸡蛋，早没了热

气。

“那会儿家政班开课了，宋书

记放心不下，饭都没吃完就走了。”

显然，一桶泡面、一个鸡蛋，就

是宋俊峰的一顿午饭。

2020年3月，宋俊峰被选派到

驻马店市上蔡县重阳街道尚堂社

区担任第一书记。在这间最小的

屋子里，一张床、一台电脑、一个堆

满锅碗瓢盆的柜子，就是他的全部

家当。

“甩开膀子干、迈开步子走。”

驻村两年多的时间里，宋俊峰走遍

了尚堂社区下辖4个自然村的每个

角落，把村民反映的问题一一写在

本子上、记在心里，找机会落实解

决。

要致富、先修路，宋俊峰咋会

不知道。下户访问的时候，他默默

观察着，哪个村路况差、哪条小巷

里还没有水泥路，一步步走来，一

张“尚堂地图”逐渐在他心里成形。

基础工程等不得，摸准情况

后，他二话没说，争项目要资金，在

省交通运输厅的资金支持下，尚堂

“户户通”项目得以开工，原来沾点

水就泥泞不堪的土路，再也没有了。

工作量大，这一修就是4个月，

宋俊峰不敢马虎，动不动就在施工

现场待上一天。至于吃饭，带上两

桶泡面，路边一坐，就算解决了。

都说日子先苦后甜，但尚堂人

喝水，始终没“甜”起来。

尚堂一带是岗地，地势高、吃

水难，村民的饮用水只靠一口年久

失修的深水井。稍远点的村民，挑

个水要走上半小时，家里的孩子来

一趟，手都要磨掉一层皮，等水摇

摇晃晃地挑到了家，洒了不说，还

混进不少杂质。

“改！必须得让乡亲们在家里

就喝上水。”宋俊峰咽口唾沫，暗下

决心。

心里盘算着，宋俊峰拉着工作

队队员开始满世界“跑”资金，一周

回两三次郑州成了常态，连家门都

不进，妻子笑称他：“老宋治水，三

过家门而不入。”

时间紧、任务重，家都来不及

回，哪儿来的时间坐下吃饭。宋俊

峰的车里常塞着一箱泡面，到了饭

点，来上一桶，就算过去了。

300多万元，拿泡面“换”的改

造经费终于到了；25公里，管道一

米一米修，日复一日不停歇；850

户人家，水龙头都安上了。

水通了。24小时不间断、刷卡

智能取水，尚堂社区群众彻底告别

了吃水难的不堪往日，娃娃兴奋得

满村乱跑：“再也不用挑水啦宋叔，

再也不用啦！”惹得乡亲们笑痛了

肚子，也染红了眼圈。

户户通、家家亮、水清甜……

尚堂人的腰板一天比一天直，乡亲

们都亲切地称宋俊峰“ 泡面书

记”。但宋俊峰再去要开水时，却

没人给了，原来，家家户户都给他

留着一双筷子呢。（王琦）

9月 19日，记者在位于清丰县六

塔乡土什方村的莴笋蔬菜产业园采

访了六塔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秦飞

宇。采访中，秦飞宇谈得最多的就是

莴笋蔬菜产业园。

“马上去土什方村！”去年 8月的

一天，听乡干部说，连日来的极端天

气导致莴笋种植基地积水排不出去，

刚刚从清丰县城开完会回到乡里的

秦飞宇顾不上喝一口水，马上赶往土

什方村莴笋种植基地组织大家排涝。

在现场，秦飞宇召开了专题会

议，研究讨论大家关于积水外排的意

见，决心彻底解决排涝问题。回到乡

政府，他迅速制订方案，同乡党委书

记到县农业农村局对接，申请项目支

持。

那时，秦飞宇刚到清丰县六塔乡

政府工作 3个月。虽然到任时间不

长，但他已走遍了全乡33个村。

土什方村的特色农业引起秦飞

宇的特别关注。土什方村有着30多

年种植莴笋的历史，莴笋早已成为土

什方村人的“心尖尖”。

决不能让大家的“心尖尖”有损

失。乡政府利用从农业农村部门争

取到的218万元专项基金，在土什方

村修建了3700米的排水沟。随后，秦

飞宇又协调公路、水利部门，在基地修

建下水管道，引导积水汇入第二濮清

南干渠，解决了基地的排涝难问题。

今年3月，基地迎来了丰收，一辆

辆收购莴笋的大卡车把通往基地的

道路都占满了。“以前，都是骑着车去

卖莴笋，现在不用出村，收获前就有

客商提前打来电话，我们再也不用担

心销路了。”老百姓喜上眉梢。

目前，土什方村的莴笋蔬菜产业

园已成功创建县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成标准化大棚 300余座，带动 300

人就业，并开始积极申报省级农业产

业园。

要想紧紧攥住“发展”的命脉，

“育苗”少不了。

秦飞宇多方考察，争取乡村振兴

资金建成了育苗基地，育苗基地里可

以为本地和周边地区培育包括莴笋

在内的各种优质蔬菜种苗，目前一期

已建成温室育苗棚5座。“温室育苗棚

的建成使用，保障了产品源头质量，

完善了蔬菜产业链条，同时该项目年

租赁收益20多万元，将充实壮大村集

体经济收入，为‘五星’支部创建提供

坚实的支撑。”秦飞宇告诉记者。

目前，莴笋早已采摘完毕，但是

大棚内外仍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

景象，隔壁村的几位妇女正在给黄瓜

掐秧，旁边地里的工人正在采摘成熟

的黄瓜。土什方村已经实现了冬季

种植莴笋，夏季种植辣椒、橄榄菜、西

红柿，秋季种植黄瓜、菜花、大葱的三

季蔬菜种植新模式，莴笋蔬菜产业园

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农业产业园。

谈到未来，秦飞宇说：“希望莴笋

蔬菜产业园能引进观光、采摘、旅游

等项目，造福一方百姓，助力乡村振

兴。让大家提起莴笋，就想起土什方

村，想起六塔乡。”

（本报记者 段宝生 通讯员 刘迪
文/图）

9月17日，尉氏县邢庄乡党员志愿者在王响村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收玉米。眼下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尉氏县组织党员干部、志愿
者进村入户，帮助困难户、缺乏劳动力的家庭和农业大户抢收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解群众之难。李新义 摄

“过去俺爱面子，经常上访，

给全村创建‘平安法治星’工作抹

了黑。现在俺转变了观念，一心

扑在发展养殖肉牛产业上，争取

多养牛、发‘牛财’。”9月16日，汝

南县常兴镇冯楼村老上访户余德

全动情地说。这是该镇擦亮平安

法治“底色”，提升百姓幸福“成

色”的一个案例。

“平安法治星”创建活动开展

以来，常兴镇把平安建设工作作为

人民群众最大的幸福来抓，通过创

新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化解

信访问题，为创建“平安法治星”提

供了良好环境，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安全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常兴镇建立领导包案、信访

事项听证、信访维稳形势定期分

析等长效机制；落实领导干部坐班

接访、带案下访、群众事务代理、干

部陪访、回访等体制机制；开设了

“信访信箱”“信访热线”等；推行

首办责任制、通报约谈、责任追究

和绩效考核等责任机制；构建“有

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的责任体

系，确保“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

制度落到实处，形成基层属地抓、

责任单位办、信访部门督的工作合

力。

今年以来，该镇共接待上访

群众 12批 22 人次，阅批群众来

信32件，化解矛盾纠纷34起，化

解率达到了100%，群众满意率达

98%。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杨
明华）

“村里跟着创‘五星’大变样，村

东头的美食广场也建好了，晚上有

烧烤还能唱歌，新铺的柏油路汽车

能直接开到家门口。”9月14日，家住

漯河市源汇区宋庄村的刘真真说到

村里的变化，首先提到“五星”。“五

星”支部创建活动开展以来，该区在

各个村（社区）广泛宣传发动，争创

“五星”已在基层干群中入心入脑。

据悉，源汇区委主要领导带头

入村（社区）走访，通过召开干部会、

党员会、群众会及实地查看等方式，

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召集职能部门

现场办公，梳理问题清单和支持清

单，现场交办任务，限期解决问题。

据统计，先后梳理区直单位涉农涉

社区项目、资金、政策52项，初步确

定村（社区）需求清单 13 大类 191

条，为全域提升夯实了基础。

在此基础上，源汇区成立“五

星”支部创建“一办七专班”，构建

“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区

乡村联动”的工作格局。

为充分调动基层网格员力量，

该区还开展了“五星”支部创建宣传

月活动，提升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

性。

“通过支部领着干、党员带头

干、群众跟着干，让更多的村上星升

星，村村有产业、户户能增收、人人

有奔头，用实实在在的变化，让老百

姓深切感受到‘五星’支部创建的成

效，不断开创基层治理新局面。”源

汇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晓辉说。

（本报记者 仵树大 通讯员 刘
兵黄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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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源汇区
梳理问题清单 精准服务群众

汝南县常兴镇
擦亮平安“底色”提升幸福“成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向未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

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要靠实干。”实干是一种态度、

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更是我们党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成功秘诀。在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

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奔跑赴新

程，以实干创新绩，在火热实践中上

好“三堂课”，修炼干事创业“内功”。

上好“不忘初心”政治课，补足

“精神钙”。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党

员干部想不想干事，从精神状态上

就能看得出来。有些人只看到年龄

增长、资历增长，没有看到在岗位上

做出过具体贡献。有些人比资历不

比能力、比提拔不比贡献，最终蹉跎

岁月，悔之晚矣。广大党员干部要

提高政治能力，对“国之大者”要心

中有数，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时刻保持“主动干”

的奋斗姿态，主动为群众谋利，真正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上好“增智强能”专业课，练就

“金刚钻”。党员干部“增智强能”是

一堂必修课，光有为民之志，没有过

硬的本领、务实的作风，是无法干好

工作的。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本

领恐慌”的忧患意识，增强学习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怀揣“活到老，

学到老”的心态，练就解决实际问题

的硬功夫。干部成长无捷径可走，

要经风雨、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

干。要主动到基层和急难险重岗位

锻炼成长，不断探索开展工作的新

思路、新举措和新方法，磨炼一身

“能干事”的真本领。

常怀“公仆心”，当群众满意的

“公仆”。群众满意是检验干部成

就、干事大小的试金石。俗话说“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百姓

是考官、干部是学子，我们要做好使

群众满意的干事创业答卷。

因此，广大党员干部要聚焦群

众关切，瞄准民生领域短板，切实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无论身处何位，

我们只有俯身干事，不断赢取群众

的满意和信任，才能经得起人民和

历史的检验。（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
委组织部卢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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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森
整合资源跨村联建发展生态蔬菜种植

99月月1616日日，，省社保中心驻新蔡县张庙村省社保中心驻新蔡县张庙村
第一书记王欣玮在该村甜蜜时光葡萄种植场第一书记王欣玮在该村甜蜜时光葡萄种植场
帮助村民采摘葡萄帮助村民采摘葡萄。。眼下眼下，，张庙村葡萄喜获张庙村葡萄喜获
丰收丰收，，为确保葡萄丰产增收为确保葡萄丰产增收，，王欣玮积极联系王欣玮积极联系
对接超市对接超市，，拓宽拓宽销售渠道销售渠道，，铺就农民增收致富铺就农民增收致富
路路。。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华黄华 通讯员通讯员 宋超喜宋超喜 摄摄

上好干事创业“三堂课”

义马市委组织部

加强自身建设
打造过硬组工干部

秦飞宇 做莴笋种植大文章

今年以来，开封市祥符区陈留

镇以“产业兴旺星”创建为抓手，厚

植镇域资源优势，依托本土企业，形

成了“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产业

格局，大力打造“一产农业种植养

殖、二产农副产品加工、三产文旅服

务”相融合的产业发展链条，通过稳

定种养产业产量、提高绿色农产品

加工质量、扩大全域旅游成果等渠

道，努力让乡村振兴提质增效。

该镇在充分考虑群众发展意

愿、发挥群众民主议事决策的基础

上，按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项

目分类，谋划了涵盖种养基地、加工

流通、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整治等6

个重点项目，投资金额 3.3亿元，覆

盖全镇 28个行政村和 1497户脱贫

户。目前，该镇正加快推进项目各

项前期工作，全力推动项目早日开

工建设，进一步巩固拓展全镇脱贫

攻坚成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郭旗胜）

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
谋划重点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