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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大家“学有所得”，该
公司开展了“四讲四看”（讲理想
比成绩，看谁对企业贡献大；讲
道德比思想，看谁文明程度高；
讲团结比友爱，看谁关心同志
多；讲学习比技术，看谁业务技
能好）大讨论活动，通过进行心
得体会文章评比、演讲比赛等形
式，不断创新学习方法，把“要我
学”变为“我要学”，潜移默化中，
在先进典型力量的感召下，大家

把学先进、当典型当成自己的一
种自觉行动。有员工表示：“这
些‘明星’都是我们身边非常熟
悉的人，更亲切、更实在，更可
信，更具有说服力。今后，我们
也要和他们争一争，比比高低。”
变电运维专业员工窦征是该公
司评选出的2016年度十大杰出
青年之一，他感慨地说：“我只是
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企业却
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现在，大

家都在向典型看齐，我只有把工
作做得更好，才能无愧于杰出青
年这个称号。”

“报纸和信件收发员真的很
不容易，大楼里，这么多办公室，
人员也经常调整，但他们掌握的
收发信息从来没有出过差错。”该
公司办公室专责王丽娜对身边同
事的敬业精神大为赞赏。通过典
型引路活动，员工们更加关心、关
注身边每一个为自己服务的人，

更加懂得去欣赏别人，享受到了
团结协作、和睦共处的快乐。

“每个人都有优秀的一面，
普通员工身上感人的事迹有很
多。”该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党支
部书记古小兵列举着那些尽职
履责的可爱员工，动情地说，“通
过典型引路活动的开展，员工之
间的感情更深了，相互间的关系
更融洽了，工作配合更顺畅了，
主动奉献的热情更高了。”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杜永兵

本报焦作讯 焦作市山阳区
2017年第四批重点项目工程日
前集中开工。作为城中村改造
重点安置项目之一，计划总投
资20亿元、项目占地100亩、总
建筑面积 24.1 万平方米的弘
正·文汇苑项目正式启动，全面
开启了该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
大幕。

这是山阳区加快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
年初以来，山阳区紧紧围绕全域
新型城镇化建设主线，举全区之
力、集全区之智，创新探索打包
融资和“投资+施工总承包”方式
建设安置房，打造了全国领先且
可复制的城中村改造“山阳模

式”，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7
个城中村、3900户群众、190万
平方米房屋的征迁任务，取得了
良好社会效益。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山阳区
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该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以改
善群众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建设
品质为目标，将城中村改造由开
发商主导、赚取高额利润的“一
村一策”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
改善民生的“全域规划、连片改
造”模式，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资
源、统一测算、统一征迁、统一建
设、统一安置、政府保底“六统一
保”改造政策，成立了区投融资
委员会、区城市改造领导小组、
区城改办、区土地收储中心、山
阳城区投资公司、弘正置业，为

城中村改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
机制保障。

为破解城中村改造的资金
难题，该区积极探索金融创新，
通过打包融资和打包“投资+施
工总承包”方式建设安置房，有
效弥补了城中村改造的资金缺
口。

该区将20个城中村分批打
包，利用市“五统一”土地政策，
以市场竞争方式引进长短结合、
信用额度足、资金利率低、使用
灵活的银行资金设立城中村改
造基金，有效破解融资难题。目
前，该区已取得国开行、中旅银
行、中原银行等银行152.6亿授
信额度，已贷款26.6亿元用于城
中村改造项目，并将通过国开行
资金置换商业银行资金，进一步

降低融资成本。
该区指定区属平台公司统

一建设安置小区，将安置房分批
打包，通过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从30多家央企、名企中，确定由
世界500强企业之一中国能建
集团开发高标准、高质量、大产
权的集中安置小区，努力打造全
省乃至全国群众安置房的精品
工程、样板工程。9月11日，区
属平台公司弘正置业以每亩
582万的价格拍到人民路南侧、
文汇路东侧的100亩安置房建
设用地，并以批发价购入南水北
调安置小区24万平方米商业开
发部分，作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
源，进一步节约了城中村改造资
金。

为了确保城中村改造全程

阳光操作，该区全面实行区委常
委牵头，县级干部包村，街道办
事处、区直单位包户工作机制，
落实房屋征收“包政策宣传、包
签订协议、包搬迁、包拆除、包环
保、包安全、包过渡安置、包回
访、包稳定、包搬进新居”责任
制，全程公开征收信息，让群众
拆得明白、补得明白、迁得明白。

该区还统筹考虑辖区各项
房屋征收工作，依法依规、科学
合理确定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帮
助群众算好城中村改造的“升
值账”“环境账”“综合账”，将基
础设施差、安全隐患多的破旧小
产权房置换为基础设施完备、环
境优美、安全实用的大产权房，
促进城中村改造工作整体平稳
快速推进。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史建祥

本报焦作讯 为传承中华民
族爱老、尊老的优良传统，倡导
孝亲敬老的良好风尚，在中国传
统的重阳佳节来临前夕，焦作市
内部审计协会与焦作市妇联等
单位组成联合慰问组带着米、
油、水果等生活用品来到文昌街
道敬老院开展捐赠慰问活动。

慰问组一行人员将慰问品
送到了老人手中，叮嘱他们天气
开始转凉，要及时增添衣服，保
重身体，并祝愿老人们健康长
寿，生活幸福，度过欢乐祥和的
晚年。

协会领导表示，通过开展此
类活动，希望带动更多的社会团
体和爱心人士弘扬慈孝敬老的
传统美德，踊跃参与、支持敬老
事业，积极为社会公益事业增砖
添瓦，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
扬光大，代代传承。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史建祥

本报焦作讯 焦作市内部审
计协会日前在河南风神轮胎职
工活动中心成功举办了2017年
秋季趣味运动会。

据了解，本届运动会以趣味
项目为主，共有10支代表队5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踢毽子、跳
绳、定点投篮等 7 个项目的比
赛。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共产
生了单项奖7个第一名，7个第
二名，7个第三名，河南轮胎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优秀组织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焦作市分公
司获得最佳团队奖，焦作中旅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理工大
学、焦作市公路管理局、焦作市
水利局、焦作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焦作市中医院六家单位获
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打好新型城镇化建设“组合拳”
焦作山阳区开创城中村改造可复制模式

国网焦作供电公司
实施典型引路促发展
□记者 郭长秀 通讯员 乔桥

核心提示 焦作供电公司通过开展典型引路活动，拿到了开启职工心灵之门的钥匙，掌握了员工思想
工作的主动权，为员工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星光大道”和舞台，学先进、当典型已经成为员工的自觉行动，企
业内部形成了浓厚的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和蓬勃朝气，有力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打造身边“明星”

该公司总经理王红印指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仅要
学习那些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也
要在企业内部大张旗鼓地开展

“造星工程”，树立起职工身边的
典型，并组织大家学习好身边的
典型，让“自家”的花儿先在自家
的院内“香”起来。

该公司注重发挥先进模范
人物的塑造功能、导向功能、凝
聚功能、激励功能和辐射功能，
通过组织干部员工观看红色经
典影片、阅读红色经典书籍等活

动，学习历史人物先进事迹的基
础上，不断加强企业内部先进典
型的培植与管理，对企业内部的
先进人物和事迹进行挖掘和整
理，着力打造职工身边的“明
星”，充分发挥他们的模范带头
作用和示范效应。该公司每月
一次的道德讲堂，打破以往外聘
先进人物授课的方式，把阵地交
给了全体员工。道德讲堂设置

“唱红歌、诵经典、学先进、谈感
悟”四个固定环节，让大家登上
讲台现身说法，讲述自己和身边

的故事，把典型的事迹和品质形
象化、具体化，引导员工认知、接
受先进人物的优秀品质，展示道
德智慧，传播道德力量。如设计
党支部、经研所党支部、信通党
支部和物资党支部举办“爱岗敬
业 乐于奉献”主题讲堂，综合服
务中心党支部举办的“我的入党
故事”主题讲堂，运维检修党总
支举办的“善学善用，勇于创新”
主题道德讲堂，机关党支部举办
的“报恩父母、完善自我”孝道文
化主题讲堂等，在提高干部员工

道德修养的同时，也激发了爱岗
敬业、乐于奉献的工作热情。作
为道德讲堂活动的具体组织者，
党群工作部专责马敏的感受更
深：“这些榜样都是我们身边非
常熟悉的人，不修饰、不包装，全
部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更
亲切、更实在，更具有说服
力。”“我们不需要明星，不需要
导演，就是要让发生在员工身上
的真实故事来打动人、鼓舞人。”
作为牵头部门负责人，该公司党
群工作部主任刘秋筠自信地说。

营造“明星”效应

该公司党委书记邱型波强
调：“一个典型就是一面旗帜，一
批典型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合
力。在企业内部大张旗鼓地开
展‘造星工程’，能够使大家学有
榜样，赶有目标，从而为企业发
展增添无穷的生命力和创造
力。”

该公司以多种形式寻找“最
美员工”，挖掘其平凡的坚守、无
言的善举。活动开展以来，共

收集人物故事65个，形成了“人
人有故事，人人当典型”的良好
氛围。在选树各类先进典型的
过程中，打破轮流做庄的“大锅
饭”模式，本着既侧重工作业绩
考核，又侧重道德品质考核的
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
扬民主，强调向一线员工倾斜，
层层进行选拔。同时，从把握
好、引导好员工的心理出发，立
足“真实、贴近、互动”，走出了

一条“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
学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的
特色之路。如今，走进该公司
机关大院，最为引人注目的，当
数随处可见的“身边的榜样”风
采展示栏。该公司全方位、多
层次，大张旗鼓宣传劳模的先
进思想、先进事迹、先进经验、
先进技术，使职工学有榜样，赶
有 目 标 。 通 过 用 典 型 人 物

“带”，用典型事例“引”，用典型

效应“促”，充分发挥劳模示范
作用。一桩桩生动的事例、一句
句发自肺腑的话语，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深深地打动和感染了
每一位职工。

“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
大德。”正是由于这种潜移默化
的传递，让公司员工内心深藏
的正能量不断萌生、不断迸发，
使其内化为弘扬正气的精神支
柱。

培育“追星”一族

焦作市内部审计协会
走进敬老院献爱心

焦作市内部审计协会
举行秋季趣味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