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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邑县地处黄淮平原涡河中游，位于我
省东部，东临安徽亳州市，总面积 1238 平方
公里，耕地面积 124 万亩，辖 26 个乡镇（办事
处 、管 委 会），554 个 行 政 村 ，总 人 口 120 万 。
该县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中国旅游强
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科技富民强县
试点县、中国老子文化之乡、省级文明县城等
称号。

文化底蕴厚重。鹿邑是我国古代伟大思
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故里。境
内太清宫、明道宫是国家文物级保护单位、国
家 AAAA 级文化旅游景区。历史上有八朝皇
帝到鹿邑祭祀拜谒老子，四位帝王赐县名。
这里还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中国传统文化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实验区之一。

交通区位优越。鹿邑北枕“陇海”，东依
“京九”，311 国道、永登高速横穿全境，207、210
省道贯穿南北。禹亳铁路贯穿全境，境内将建
成两座火车站。涡河航运鹿邑段主航道已疏
浚，2015年年底通航，届时水运可通江达海。

产业优势明显。该县形成了农副产品加
工、医药日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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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全国产粮大县、生猪调拨大县，年
产粮食 17 亿斤，出栏生猪 60 万头。这里还是
我省 10 个棉纺织工业重点县之一，享有“全
国尾毛之乡”美誉，尾毛出口占全国的 70%以
上。

发展态势强劲。鹿邑县在全省县域经济
排名中，2011 年在第 52 位，2013 年排第 45 位，
前移了 7 个位次；在产业集聚区发展上，2011
年全省排在第 112 位，2013 年排第 38 位，前进
了 74 个位次。2014 年前三季度，全县实现生
产总值 188.99 亿元，同比增长 9.1%；夏粮总产
52.7 万吨，增长 0.9%；固定资产投资 83.92 亿
元，增长 20.2%；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7.1 亿
元，增长 28.2%。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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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铮 通讯员盛志国）
“感谢政府积极推动新农村建设，改善生产
生活环境，让我们的美丽乡村梦成为现实。”
谈及村里的变化，邓州穰西村的闻荣贵感慨
地说。

11 月 20 日，记者走进邓州市穰东镇穰西
社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宽敞整洁的街道，
一幢幢美观大方的楼房，商户林立，顾客盈
门，一派文明、整洁、和谐的宜居形象。

眼下，在邓州，一场全民参与共建美丽乡
村的“大戏”正在上演：改造房屋、铺设道路、
整治坑塘、清运垃圾……全市 606 个行政村
吹响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号角。

以改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为切入点，推
进“清洁家园”行动，该市直接投入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达 1.9 亿元，先后建成城区生活
污水处理厂、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填埋场，全市
新增城市污水处理量 3 万吨/日，新增垃圾处
理规模 280 吨/日，完成环境污染综合整治项
目 56 个，地表水污染综合治理项目 12 个。

让农村跟上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各乡
村致力实现“六通”（通水、通电、通路、通广播
电视、电话通、宽带网通）；每个村配套建设文
化广场、医疗卫生室、村级党员活动室、农家
书屋、农家超市等；推广沼气、太阳能等清洁
能源，已建 1 万多个沼气池、安装太阳能热水
器 2.7 万台。

培育良好生态，积极开展城乡绿化工作，
培育和发展绿色蔬果等特色富民产业，采取
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植树造林等措施，完成
人工速生林 60 万亩，林地覆盖率 18.6%，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 36.9%，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 11.3 平方米。涌现出盛营寿桃村、官刘葡
萄村等绿色林果蔬菜专业村 50 多个。

营造良好风尚，该市通过组织开展“孝老
敬亲模范评选”、“文明户创建”、“最美家庭争
创”、“我的梦、中国梦文艺汇演”、“百善孝为
先”等系列主题活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自
身素质，以精神面貌的极大改善推动农村面
貌全面提升。

“大整治、大见效、大变样”。穿行在邓州
城乡，集镇干净整洁，村庄净化绿化，人居环
境舒适，呈现出一幅美丽乡村的新画卷。目
前，该市有 24 个行政村获得“省级生态村”称
号，穰东镇穰西社区等 4 个村成功入选全国

“美丽乡村”创建试点。③9

本报讯 （记者马禄祯 通讯员桂焱炜
毕清海）11 月 19 日中午，指着刚建好的村民
休闲广场，50 多岁的汝州市蟒川镇孙岭村村
民焦二营说：“文明创建让村里可是大变样
了。建起了文化大院，设立了老年活动中心、
农家书屋，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还装上了路
灯，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咱农民生活越
来越好了。”

今年以来，汝州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构建文明和谐社会、
提高城乡文明程度、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为主要任务，以评选星级文明村（居）和星级
文明户活动为载体，广泛深入开展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

为扎实开展好文明创建评选活动，汝州
市把文明创建各项目标任务纳入综合目标考
评，明确职责，落实任务，严格奖惩，形成一级
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创建领导体系。各乡
镇、街道从乡村班子建设、民主管理、社会稳
定、经济发展、生态建设、乡风民俗、民生改善
等方面入手，全面强化文明创建工作。

文明创建活动得到了全市干部群众的
拥护和支持：骑岭乡安洼村既清理垃圾又在
门前垒花池，还评选文明户、好媳妇、好公
婆。纸坊镇中山寨村在街道两边栽植柏树、
女贞等树种，摆放垃圾箱、开挖下水道、完善
健身活动器材……不久前，汝州市对全市上
半年涌现出的 100 个一星级文明村、1000 个
十星级文明户进行了表彰。

“开展文明村、文明户评选活动，是汝州
市在德治建设上的有益探索，符合汝州实际，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操作性和导向性。”汝州
市委书记高建军说，随着文明创建活动的深
化，汝州城乡的精神文明建设将再上新台
阶。③10

邓州
“美丽乡村”惠民生

汝州
文明创建让村里变了样

在固始县，平安建设在呵护着百姓幸福。
半个月前，固始县多家商店被盗。经查，一

个戴头盔、骑摩托车，随身携带一根钢管的男子
进入警方视线。随后，该县公安局视频监控大
队打开“天眼”，全天视频搜索“钢管哥”的踪
迹。一天夜晚，“钢管哥”再次作案，然而，这一
次没有逃过监控人员的眼睛。警方迅速出警，
在“钢管哥”消失的监控盲区附近蹲守，终于将
其人赃俱获。

罪犯被迅速抓获，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这一
切都得益于该县实施的城区技防建设。2013
年，固始县财政一次性投入 1700 万元，新安装
监控探头 785 个、高清智能卡口系统 16 套、高清
电子警察系统 10 套，基本实现了城区技防设施
的全覆盖。今年，该县再投入 8000 万元，安装
监控头 2600 多个。2015 年年底，该县将实现
县、乡、村三级视频监控全覆盖。公安局视频监
控大队成立一年多来，单是为群众找回的物品，
案值就超过 1000 万元。

固始县拥有人口 173 万，是河南省第一人
口大县、第一劳务大县，常年外出务工创业人员
近 70 万人，流入流出人口多，化解社会矛盾、维
护社会稳定工作任务重、压力大、难题多。近年
来，固始县不断创新服务模式，破解管理难题，
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打造“平安固始”。

“平安建设，要着力夯实‘双基’、全力推进
‘双治’、努力实现‘双安’，努力建设平安固始、
法治固始、美丽固始。”固始县委书记曲尚英说。

针对社会矛盾日益多样性、复杂化、群体性
的特点，该县把基层基础建设作为平安建设的
切入点，大力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组织建设，
整合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力量，筑牢了维稳工作
根基。

2012 年，固始县在 7 个乡镇、12 个社区建立
了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站）；2013 年，在朱氏根亲
文化研究会等 6 个“两新”组织中建立了“两新”
组织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办公室；2014 年，对 68
个村街（社区）综治室按照“一块制度牌、一块门
牌、两套桌椅、一组文件柜、一台制式台账”的标
准，进行了规范化建设。目前，全县共建有 35
个基层派出所、12 个检察室、7 个乡镇中心法
庭、33 个社会法庭、15 个司法所。

化解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固
始县通过控制矛盾“增量”、减少矛盾“存量”、应
对矛盾“变量”、提升化解“质量”等方式，防范和
化解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源头性、根
本性、基础性矛盾问题，有力维护了全县大局的
持续稳定。

11 月 21 日，记者到固始县信访大厅时，还
不到上午 11 点，但已看不到上访群众。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当天上访群众 10 人，有 4 人的情况
当场解决，其他 6 人填了上访表就走了。

群众愿意填了表就走，是因为填了表马上
就有领导批示相关部门，不久就能得到答复或
解决问题。“每次从相关部门反馈回来的落实情
况，我们都要存档备查，谁都不能干糊弄群众的
事。”指着接访大厅两侧的“固始县县级领导及
相关局委主要负责同志联系方式”公示牌，固始
县委群众信访工作部部长齐云涛说：“你随便拨
打上面任何一位县级领导干部的手机都能拨
通，包括县委书记和县长的。”

矛盾化解必须“事要解决”。为此该县建立
重大疑难案件书记、县长会审会商制度，对重大
疑难问题进行集中会审，涉案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包案领导、办案人员参加，现场研究、现场解
决问题；针对涉法涉诉问题，建立案件协调工作
机制，政法委定期召集法、检、公、司等部门共同
研判，联合处置。3 年来，县委政法委共召开案
件协调会 80 多次，协调处理案件 60 多起；针对
一般性矛盾，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形成了一整套
日报告、周交办、月排查、季分析的常态化机制，
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严格实行“定责任单
位、定责任领导、定调解人员、定调解期限、包调
解到位”的“四定一包”责任制，确保每起纠纷都
能及时化解。今年 1 至 10 月份，县、乡两级共排

查各类矛盾纠纷 1023 起，成功化解 1012 起，化
解率为 98.9%，全县没有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
矛盾纠纷一次性化解率、办结率、满意率均大大
提升。

为维护全县社会大局的持续平安和稳定，
固始县还陆续开展了创建平安医院、平安校园、
平安乡镇、平安村街、平安景区、平安汽车客运
站、平安商场和平安市场等基层平安创建活动，
把平安创建逐级落实到每个部门、每个岗位和
每个人员。“一个个部门平安了，一个个行业平
安了，这个领域就平安了，整个固始县就平安
了，这就是固始深化平安建设的理念。”固始县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谷兴亚说。

基层基础工作扎实，“平安固始”建设自然
成效显著。固始县连续 4 年荣获全省“平安建
设工作先进县”称号，连续 12 年被省委、省政府
授予“全省信访工作先进县”称号。③12

平安建设护平安建设护航百姓生活
固始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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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素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不胜枚
举的科技发明项目令人赞叹不已。

土生土长的滑县农民李官奇，1990 年，仅
有 高 中 学 历 的 他 开 始 研 究 人 造 植 物 蛋 白 纤
维。经过 800 多次试验，2001 年 11 月，神话般
地从“大豆里抽出了丝”，被国际纺织界称为

“世界第八大人造纤维”，让中国在世界上第
一 次 拥 有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的 纤 维 原 创 技 术 ，结
束了世界人造纤维发明史上没有中国人名字
的缺憾。

像李官奇这样的民间发明人在滑县还有很
多。该县八里营乡的吕胜战经过潜心琢磨，多次
试验，发明了“多功能穴播机”；小铺乡农民李国

堂从鱼的游动中得到启发，发明了一种能灵活转
弯的潜水艇；老店镇农民成怀岭利用掌握的机械
知识，钻研发明了飞机垂直升降装置……近年，
滑县通过宣传普及科技发明知识，鼓励支持发明
创新工作，孕育了一批以农村“能人”为主的民间
发明家，发明涉及机械、化工、食品、医药、农机等
多个领域。

在去年召开的一次基层创造力与创新国际
会议上，滑县一下子捧出 38 个发明项目集中展
示，赢得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片惊叹……

为了推动科技发明成果尽快转化，滑县围绕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
业集聚。着手建立“滑县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在农业科技、新材料、新医药、专利技术等方

面提供服务，加快科技型企业孵化和科技成果转
化。“公司在县科技部门的支持下，积极申报科技
项目，将研发出的米糠制油成套设备工艺技术等
科技成果全部转化，公司年销售额由三年前的八
九千万元上升到现在的近三亿元。”位于滑县产
业集聚区的河南华泰粮油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国馥说。

2001 年 9 月至今，该县发明协会先后组团代
表河南省参加了 13 届国际发明展览会和全国发
明展览会，获得金奖 29 项、银奖 48 项、铜奖 68
项，4 个专项奖，4 次荣获优秀展团，所获奖项数
量和级别位居全国县级之首。

目前，滑县拥有民间发明人 2000 多人，累计
申报专利 2000 余件，拥有专利 1860 多件，连续 6
年进入全省专利申请 20 强。③12

滑县“粮仓”绽放“发明”花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张慧霞 时昌宁

“尸体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怪味儿，拿着解剖刀的手不由自主
地颤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出警的经历，李华敏仍记忆犹新，现
如今这些对她都是“家常便饭”。

1990年，21岁的李华敏从河南洛阳医专毕业后，被分配到邓州
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在基层法医的岗位上奋战了24年。她总是
第一时间出现在案件现场，为了尽快破案又经常累倒在工作岗位
上，李华敏被同事们称为警营中的“女宋慈”。

2004年以来，李华敏先后出勘案件现场 3200余次，参与尸体
检验 900余例，侦破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20余起。2014年 10月 28
日，作为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代表，李华敏受到国家主席习近
平的接见。③10 本报记者李 铮 通讯员张占书 摄

“女宋慈”
李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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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始城南新区固始城南新区

▶李华敏和同事一起对现场进行详细
勘察。⑤3

▼李华敏和同事检查提取涉案物品上
的可疑微量物证。⑤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