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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建成面积

6
完成固定投资

47 亿元

平方公里

建成半年受理企业诉求

37 件

新机遇新机遇
新突破新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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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俺
的‘五保’难题，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1月 13日上午，在永城市顺和镇
梁庄村，村民梁先俭对前来回访的该
市信访局督查督办科科长万方说。

前些日子，永城市“群众家门口的
信访局”在梁庄村接访，梁先俭没有当
场反映自己的困难，只是拿走了一张
信访咨询服务明白卡。几天后，他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拨通卡上信访干部
的电话，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在耐心
倾听梁先俭的诉求后，信访干部立即
到他家中进行核查，发现今年 64岁的
梁先俭双眼患有白内障，其儿子梁亚
攀是三级残疾，老伴长期生病卧床，生
活十分困难。掌握具体情况后，信访
干部立即与市民政部门沟通、协调，在
双方共同努力下，最终帮梁先俭成功
申请办理了五保户。

“为积极探索做好群众工作的新
途径、新方法，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在群
众家门口见实效，今年 3月份，永城在

全市建立‘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工作
机制，集中时间、集中力量解决老问
题、化解新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永城市副市长、
市委群工部部长（市信访局局长）邵明
杰介绍说。

所谓“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就
是在全市 732 个行政村设立“流动接
访点”，全市各级领导积极参与，带头
深入到困难多、问题多、矛盾多、群众
意见多的重大信访问题所在地，现场
听取群众诉求，研究解决方案，现场答
复群众，听取群众对解决方案的意见，
真正把信访局“搬”到群众家门口，走
实最后“一公里”，服务群众“零距离”。

该市规定，现场接访的领导实行
包案制，各包案领导全程参与案件的
调查、协调和处理，直至“案结事了”，
做到“五到位三不欠”，即信访人合理
诉求解决到位、认识问题教育到位、生
活困难帮扶到位、无理诉求终结到位、
违法行为处置到位，不欠历史账、不欠
经济账、不欠感情账。

同时，各乡镇、各单位对本辖区、
本单位和职责范围内的信访积案，落

实专人负责，认真查找原因，找出解决
办法，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题、办实
事、谋利益，做到矛盾不消除不罢休、
问题不解决不收兵、群众不满意不撒
手，力争实现信访案件“零库存”，筑牢
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

为使群众反映的问题真正得到有
效解决，永城市还建立了案件回访制
度。市委群工部工作组通过上门见
面、电话交流等多种形式跟踪回访，掌
握矛盾化解和问题处理情况，听取群
众对案件办结的意见，进行群众满意
度调查，发现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查
找不满意问题产生的根源。每个月，

“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领导小组办公
室还对党员干部下访工作定期进行

“回头看”，总结下访过程中的好做法、
好经验，不断改进、规范下访工作，形
成长效工作机制。

“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工作机制
建立以来，永城市委书记吴孟铎、市长
马富国率先垂范，经常抽出时间到街
头巷尾、田间地头接待上访群众，现场
解决问题。

据统计，今年 3月份以来，永城市

“群众家门口的信访局”工作人员已在
全市 571 个行政村巡回接访，接访群
众 9560 多批次，现场处理群众诉求
3250余件，发放《信访条例》、《给群众
的一封信》、《信访咨询服务明白卡》等
政策法规宣传资料 63200余份。

“各级领导直接来家门口为俺解
决问题，俺有啥困难不用跑到县城说
了，省力省钱，这还真是为俺老百姓着
想啊。”73 岁的永城市酂城镇薛庄村
老人高广东称赞说。

“将信访局搬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变上访为下访，畅通了信访渠道，架起
了党群干群‘连心桥’，提升了群众的
满意度和幸福感。收到信访总量稳步
下降、信访秩序持续好转、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的良好效果。”吴孟铎说。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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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通讯员 孙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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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信访咨拨打信访咨
询服务明白卡上询服务明白卡上
的电话的电话，，向信访向信访
干部表达诉求干部表达诉求

通过多种通过多种
形式跟踪回访形式跟踪回访，，
听取群众对案听取群众对案
件办结的意见件办结的意见

汝州市位于我省中西部，总面
积 1573平方公里，总人口 120万，
是省直管试点县市、对外开放重点
市、加快城镇化建设重点市。

汝州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历
代郡州治所，秦朝置梁县，隋朝定
名为汝州，距今已有 1400 多年的
历史。这里是梁姓、周姓、汝姓等
20多个姓氏发源地。出土于汝州，
现珍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鹳鱼
石斧图彩陶缸，是全国 64 件不可
出国（境）展出文物之一。汝瓷位居
宋代“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瓷之
首，史称“汝窑为魁”。发源于汝州
的曲剧是全国第八、河南第二大剧
种。曲剧和汝瓷烧制技艺被列入全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汝州位于郑州、洛阳、平顶山、
许昌、南阳五市交叉辐射地带，是
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漯平洛经
济隆起带重要支撑点。焦柳铁路、
周口地方铁路纵贯南北，与陇海
线、京广线连通；207国道与省道常
付线、侯饭线、庙洪线在境内交织；
宁洛高速、二广高速与焦汝桐高速
在市区连接，并与京珠、连霍高速
毗连。交通便捷，四通八达。

汝州矿产资源得天独厚，已探
明矿产资源 46 种，其中原煤预测
储量35.5亿吨，素有“百里煤海”之
称。“万古神汤”温泉，富含54种对
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为理想的疗
养、保健胜地，“十帝三后”及苏东
坡、欧阳修等文人雅士争相来此沐
浴游览，留下许多优美佳话。

这里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现有
千年古刹风穴寺、张公巷瓷窑遗
址、法行寺塔、汝州学宫、李楼新石
器时代遗址、煤山夏商时代遗址、
严和店宋代窑址等 7 处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道教圣地崆峒
山、南国风光紫云山、九峰山风景
区、蒋姑山风景区、中原一绝全长

2000多米大怪坡群等风景名胜。
如今，这里是我省最大的水

泥、玉米淀粉、饼干生产基地，重
要的煤炭、电力生产基地，我国重
要的高速铁路无砟轨枕、轨道板
生产基地，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
L－色氨酸生产基地，世界第二、
亚洲第一的铁路重载高速机车合
金钢配件和火车轮生产基地。

实施“生态靓市”可持续发展
战略，汝州出境水和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 100%，环境空气质量达标
率 85%，林木覆盖率 26.6%，生态
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连年攀升，人
民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高。

近年来，汝州先后荣获全国
体育、广电、老龄工作先进市、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金融生态
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科
普示范市、中华名窑·瓷魁之乡、
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曲
剧之乡、中国武术之乡、中国最具
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全
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全国白
内障无障碍市和省文明城市、园
林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林业生态
市、精细化管理先进市、计划生育
优质服务先进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③9

汝州市情简介

汝州

1573
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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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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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 鸿 闫子健）11 月 12 日，
鹿邑县产业集聚区，投资 4亿元的铃木电梯、投资
5亿元的都市佳人电动自行车、投资 15亿元的华
泰电动汽车和投资 24 亿元的展翠休闲食品加工
及城市生态农业示范园等项目工地上，工人们正
在热火朝天地抢进度、保工期；宋河酒业、辅仁药
业、护理佳纸业、亚华玻璃、金日油业、广仁纺织等
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

近年来，鹿邑县不断加大产业集聚区建设力
度，全力提升集聚能力，着力推动产业集聚，竭力
优化集聚环境，使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成为承载项目的集中地、经济快速
发展的新引擎。

全力提升集聚能力。按照产城融合的发展要
求，优化完善规划布局，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政策扶持引导。目前，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达到
18.36平方公里，建成 6平方公里。入驻工业企业
118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2家，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 47亿元，同比增长 32.2%；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161.62亿元，增长 35.67%；税收收入 2.04亿元，
增 长 88.3% ；增 加 值 实 现 42.02 亿 元 ，增 长
33.36%。先后被命名为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基
地、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梯度转移重要承接地、省
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省先进产业集聚区等荣誉称
号。2014 年 4 月，被省政府表彰为一星级产业集
聚区。

着力推动产业集聚。着力发展壮大农副产品
加工、医药日化等优势主导产业，加快培育产业集
群，通过产业招商、集群招商，目前形成了以宋河
酒业、志元食业、金日油业等为代表的农副产品加
工，以辅仁药业、道源药业、护理佳纸业等为代表
的医药日化，以广仁纺织、清川棉业、海鑫尾毛等
为代表的纺织尾毛等三大主导产业，发展和培育
了机械制造、汽车配套等新兴产业，初步形成了拉
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竭力优化集聚环境。倡导干部一线服务，
困难一线解决，项目一流推进。对入驻产业集
聚区的项目，从洽谈签约到开工投产，县、乡镇
党政领导分包企业，驻点蹲守，在环境、资金、技
术、人才、用工等方面积极为企业排忧解难，提
供全程高效的服务。③9

本报讯 （记者胡巨成 通讯员杨 明 骆 健）
“公安有 110，医院有 120，现在，我们固始县检察
院有 360。企业有难处，只要求助‘检察 360’，很
快会得到解决。”11月 16日，固始县隆欣针织有限
公司负责人周进对记者说。

隆欣针织有限公司因未在合同履行期内收到
供货商金凯针织厂提供的产品，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 3万元左右。周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打了
该县“检察 360”热线电话，没想到，检察院党组成
员、县产业集聚区工作站站长吴显强立即前往金
凯针织厂实地调查，发现该厂已破产倒闭，人去厂
空。吴显强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周进进行反馈。尽
管 3万元货款打了水漂，但周进被检察院的上门
服务深深打动。

固始县检察院“检察护航企业 360”，简称“检
察 360”，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服务企业发展全方
位；二是像电脑杀毒软件一样做企业发展的安全
卫士。怎样联系“检察 360”呢？电话找，检察院
服务企业电话；上网找，检察服务企业 QQ、微信、
电子邮箱；上门找，到检察院服务企业办公室或者
检察院驻县产业集聚区工作站找服企工作人员。

吴显强告诉记者，“检察 360”还有“四贴”工
作法：一是贴近企业，检察院主动上门；二是贴心
企业，检察机关给企业做法律体检，查找法律方面
的疏漏；三是贴身企业，组织近 30位资深检察官
对重点企业“二绑一常驻式服务”，即班子成员和
服企联络员两人绑定一个企业进行长期帮扶；四
是贴牌企业，由企业对服务情况进行打分。

前不久，河南开开援生制药公司因电力紧张，
导致新增的几十台机械设备无法正常运转，获悉
此情后县检察院及时与电业部门协调，专门增设
一条高压线路，解决了该公司电力不足问题。固
始华联公司投资食品加工需新增 3条生产线，急
需解决厂房、物流、仓库用地问题，检察院及时与
县政府联系沟通，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现场办公，问
题迎刃而解。

据统计，“检察 360”运行半年来，已先后受理
企业诉求 37件，办理 29件，转办 8件，为企业带来
直接效益 130万元。③9

鹿邑：
产业集聚架起经济发展新引擎

固始：
“检察 360”服务企业效果好

近年来，巩义市竹林镇着力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投资两亿元改善
长寿山生态环境，修建旅游大道 25
公里，登山步道 38 公里，开发了杏
树岭、万蟾沟、福龙寿龟、凤凰山等
80多个景点。今年又建成了西驼沟
大坝和蛤蟆嘴大坝，植树 6万多棵。

万山红遍千重翠，层林尽染栌
叶红。金秋时节，长寿山红叶漫山，
五彩斑斓，如霞似锦，如诗如画，远
看峰峦奔涌，近趋曲径通幽，清涧柔
水，美不胜收，使人叹为观止，流连
忘返。近者悦，远者来，长寿山成为
人气日旺、蒸蒸日上的旅游胜地，被
称为“养生天堂、度假福地、长寿仙
境”。预计今年游客将突破 60 万人
次。⑤3

徐建勋 魏广彬 摄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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