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5 日上午，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
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
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
勉，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
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

其实，早在去年 5月 30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
克强总理就痛批了一些地方
出现的“为官不为”、“庸官懒
政”现象，这次将治理“庸官
懒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
分体现了中央对改革的高度
重视和强烈决心。

任由“庸官懒政”肆意蔓
延，一来影响改革效率，二来降
低政府公信力。如果说“反腐
风暴”矛头指向官员“胡乱作
为”，那么治理“庸官懒政”则是
对官员“不作为”的釜底抽薪。
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让那些尸
位素餐的人下来，有能力做实
事的人上去。那么，治理庸官
懒政有什么“狠招”和“猛药”，
可以促其“药到病除”呢？

首先要从健全问责制度
上入手，让庸官、懒官得到应有
惩罚。一句话，让干部不敢庸，
效能问责不能少。根据中央颁
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
问责的暂行规定》，可以考虑把
惩处和防范的相关机制有机结
合起来，将庸官懒官纳入问责范
畴，使“太平官”们不能再安享太
平，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不再
有生存空间，一旦健全完善问责
机制，将问责与干部的经济收入
及政治待遇等进行挂钩，“庸官

懒政”这一顽疾就能有效遏制。
其次要从引入竞争机制

上入手，让庸官、懒官在岗位
上如履薄冰。如果建立起“无
为就无位，无为就是失职，无
为就要腾位让能”的竞争机
制，就能激活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很多时候，

“庸官懒政”现象滋长蔓延，归
根到底还是制度设置存在缺
陷。只要建立健全一个能让干
部有压力感、有敬畏心、有危机
感的竞争机制，庸官则不能庸，
懒官则没机会懒。

再者要从完善监督管理
机制入手，让庸官、懒官时刻
处于聚光灯下。领导干部庸
不庸、懒不懒，百姓心里最清
楚，所以治理“庸官懒政”，社会
公众必须行使监督权。在“人
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评论
员”的网络时代，要充分发挥网
络的举报和监督作用，将“庸官
懒政”现象公之于众，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必能起到很好的
震慑效果和促进作用。

记得政治学家汉娜·阿伦
特说过这样一句话：“平庸的恶
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诚哉斯
言！“庸官懒政”已成为阻碍干
事创业的毒瘤，治理“庸官懒
政”已是刻不容缓。在这一问
题上，不是对干部采取简单的

“上”与“下”，根本的是要形成科
学有效的干部监督管理运行机
制，把庸官懒政通过制度的洗
涤和过滤，让那些真正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留下来
实现更大作为。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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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新平

灵宝市是豫西著名的“黄金城”，茫茫大
山里蕴藏的黄金曾经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财
富，同时险峻的大山也给深山中的人们带来
了窘迫和闭塞。而今，在这片曾经谱写过红
色历史的大山深处，人们正突破大山的阻隔，
在追富的大路上阔步前进，并书写着自己的
创业故事。

老支书的“致富梦”
初春季节，山区的风依旧料峭刺骨，仅剩

枝干的树木在车窗前闪过，让人觉得灵宝市朱
阳镇的山里似乎仍处于休眠状态。然而，一个
个在山里忙碌着的人，却提醒着记者，山里人
人勤春早，春天已经悄然降临。

循着这火一样忙碌的身影，记者找到了朱
阳镇朱阳村党支部书记王治平。65岁的王治
平，乐观、幽默，有着超乎年龄的热情。

交流中，王治平告诉记者，他们村就在朱
阳镇内，因为在大山深处，最穷的时候，全村没
有一家有像样的房子。王治平说，朱阳是一个
革命老区，曾经是中原解放军六战六捷的主战
场。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便是
著名的“红区”，红色遗迹很多。乡亲们都是在

红色革命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作为老区的村支书，王治平最大的梦想，

就是怎样让乡亲们富裕起来。为了圆自己的
梦，也为了让老区的乡亲们告别贫穷，村两委
没少花力气。

村所在地就是朱阳镇，发展第三产业的条
件得天独厚，也是他们首先努力的方向。但淳
朴的山里人一开始还想不通，认为做生意不是
正经人做的事儿。王治平和支部一班人就挨
家挨户做工作，甚至自己掏钱开店让乡亲经
营。时间长了，乡亲们的观念变了，致富的劲
头也足了。如今，仅第三产业的收入，就占到
了全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大山里的村较为分散，朱阳村有的村组在
远离集镇的山沟里，没有做第三产业的条件，
党支部就外出考察找经验，学办法，经过摸索，
他们为这些群众致富找到了新路子，那就是发
挥山区优势，种经济作物。很快，核桃、苹果、烟
叶、香菇等在全村开花，形成集群化发展，群众的
钱包也一天天鼓起来。

“今后，我们还会继续发展，走合作化道路，
走深加工的路子，增加果蔬附加值。”采访中，王
治平也向记者诉说了他们的困惑，市场变化快，

经济作物的季节性又强。目前，山里既缺乏人
才，也缺乏资金，更缺少技术，真心希望有投资商
能一起合作开发这漫山的“绿色宝藏”。

山村青年的“创业梦”
灵宝市大王镇朱家窝村也是一个小山村，

雄伟的抗战纪念碑成了这个村的一景，十里八
村的乡亲路过这里，都要到纪念碑前看看，还有
外地人专门到这里参观。村里的乡亲有空就到
碑前，扫一扫碑前的灰，擦拭碑座上的栏杆。

春节前夕，一位年轻人站在纪念碑前，读
着碑文，热血沸腾。这位年轻人叫孔令康，是
灵宝市大王镇西村人。1997 年参军，在新疆
乌鲁木齐服役，十六年的部队生涯中，孔令康
走遍了新疆各个地方，通过了解，孔令康得知
在新疆地区夏季蔬菜瓜果较为丰盛，但因特殊
的气候条件，冬季蔬菜瓜果种类较为缺乏，市
场上虽有一些，也多为山东、云南的供货商运
过来的。

“我们那里也有不少人种植蔬菜瓜果，为
什么不能也往这里贩运呢，一来可以使家乡的
东西走出灵宝，丰富这里的市场，另外还可以
让乡亲们的钱袋子更鼓一些。”这个念头一直

在孔令康心里持久萦绕。
2013年，孔令康脱下士官服转业了，回到

自己家乡，利用自己通晓当地蔬菜需求量、供给
量、菜品种类、质量等市场信息优势，结合家乡蔬
菜种植优势，成立了丹石果蔬专业合作社，将菜
农所产蔬菜销往新疆、甘肃等西部地区，既丰富
了西部人民的菜篮子，又为当地菜农增加了收
入，更使大王镇的蔬菜走出了灵宝。

为保证菜农的正当权益和菜品，合作社除
按市场价收购蔬菜外，还免费向群众发放蔬菜
包装袋，蔬菜销售结束后，每斤蔬菜再向群众
返还三分钱。丹石果蔬专业合作社 2014年先
后向新疆供应洋葱、土豆、冬瓜、西葫芦等蔬菜
20余车 600余吨。

“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已经找到些门路，
但在蔬菜瓜果生产上，无论是规模上还是对
市场行情的了解上，我们还有许多欠缺，尤其
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还没有经验。”
电话那头正在乌鲁木齐考察市场的孔令康，
这样告诉记者，“但是让家乡的蔬菜瓜果走向
西部，走向全国，是我们的梦，什么时候这个
创业梦实现了，我一定会再邀请你来我们这
里做客。”⑦10

治理“庸官懒政”需下猛药
□黄春景大山深处，两代人的两个梦

最近，记者在北汝河襄城县县城段发现，在城西城墙
脚下不足一公里的河道内，竟有 3 艘抽沙船正在非法作
业，昼夜不停。但见现场灯火通明，机声隆隆，有的沙堆
竟然高达数米，十分显眼。

自去年入冬以来，记者即发现该河段非法抽沙现象
较为严重。一天夜晚，记者又来到该河段，只见一艘抽沙
船正在灯火通明中疯狂抽沙，且有人在船上不时用手电
向四处照射。到了白天，一些抽沙设备及抽沙船赫然在
目（见图①②）。

据附近群众说，这种现象由来已久，没有停止过，当
有人检查时就暂停抽沙，过后依然故我。有知情人告诉
记者，在该县城关镇的西城墙外，十里铺镇、山头店镇、丁
营乡等，现在有二十多座新抽的沙堆和十多个抽沙装置
与船只，昼夜疯狂抽沙。而这些被抽过沙的地方，一些耕
地、林地被抽空坍塌，林木被毁（见图③）。有的抽沙船竟
在河道的险工险段抽沙，致使一些堤岸坍塌，为河道防汛
埋下安全隐患。群众希望有关部门打击非法采沙现象，
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⑦10

本报记者 高 勇 摄影报道

北汝河襄城县段

非法抽沙为啥没人查处非法抽沙为啥没人查处？？

最近，家住郑东新区的吴先生
有件值得炫耀的事儿，他的驾照居
然“起死回生”了，春节期间他还拉
着全家跑了一趟自驾游。

这事儿，还得从吴先生玩微信
开始说起。去年年底，刚刚退休的
吴先生，跟女儿学会了玩微信。今
年 1月的一天，吴先生无意中搜到郑
州市车管所的“公众服务号”，就试
着将个人相关信息与“公众服务号”
进行了绑定。很快，微信就提示他，
他的驾照已超过审验期，如再延误
就会被注销，得知这一信息，他吓了
一跳。

待到交警大队办理了驾照补审
手续后，吴先生高兴地说：“要不是
微信提醒，不但春节自驾游游不成
了，每天开车接送外孙都成了问题，

要是注销麻烦就更大了。”
其实，这只是新年伊始郑州车

管所推出的车驾管业务微信服务
“绑定推送”的一个例子。“绑定推
送”就是将驾照档案编号、私家车车
牌号与微信系统绑定，只要驾照和
车辆出现问题，微信就会自动及时
提示，比如驾照到期审验换证，车辆
到期检测、违章及时告知等。

公众号上线以来，通过微信使自
己免予交警处罚的事情还有不少。最
近，郑州市民程女士驾车外出，跑丢了
后车牌，交警查到她时，她还一脸茫

然，给交警解释了半天才免予受罚。
后来因为忙，一直未去补办。

一天，玩手机微信时，程女士搜
索到了郑州车管所的微信“公众服
务号”，加了关注。这里不仅有了解
安全驾驶知识的“百事通”栏目，“公
众服务号”里面的“个人中心”版块，
还有车管所推出的代理补办驾照、
车辆号牌等十几项便民举措。

程女士按照要求填写了电子表
格，第二天就有邮政人员上门，当天
下午就将补办的牌照送到家。“玩微
信，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方便。真

心得给它点个赞！”程女士笑着说。
郑州市民于先生在一家物流公

司管着几十台车和驾驶员，他平时
的业务十有八九都与车驾管有关，在
他眼里，车管所的微信“公众服务号”
简直太有用了，以前为了一件小事甚
至一句话，就得跑到交警队或是车管
所询问证实，现在再多的疑问都可以
通过微信得到满意的解答。

车管所微信“公共服务号”里的
虚拟代言人叫“悦悦”，很多粉丝都
说，“悦悦”像是一个俊俏温和的姑
娘，不仅好脾气，而且不知疲倦、态度

谦和，有问必答，从不厌烦和怠慢。
被“她”帮助过的微信好友，都

会情不自禁地给“她”点上一个大大
的赞：“悦悦”真好！⑦10

（贾 伟 赵 峥 天 增）
给“掌上车管所”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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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临近中午，太阳
暖暖的，在正阳县汝南埠镇
袁庄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
于海晶很吃力地把婆婆搀扶
到门前的一把椅子上，然后拿
来小薄被细心地掖在老人的
大腿到腹部之间，“俺娘怕冷，
这会儿太阳好，让她晒晒太
阳。”海晶喘着气，面带微笑。

海晶所说的娘，其实是
她的婆婆，不论春夏秋冬，她
伺候已经 3个年头了，从来没
有为此流露过烦恼和不快，
邻居何小菊说：“别看海晶年
龄小，但她做的事不是一般
人能做的，她婆婆这几年来
吃 喝 拉 撒 都 是 她 一 个 人 在
管，村上的人都能看得到，大
家都夸她是好媳妇！”

婆婆于秀琴今年 48岁，5
年前因患颈椎病，卧床不起，
丧失了劳动能力。而当时的
于海晶还没有和于秀琴的儿
子结婚，不知有多少人劝她，
干脆把这门亲事吹了算了，嫁
到她家，一个需要照顾的病婆
婆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海 晶 虽 然 当 年 只 有 20
岁 ，但 她 心 地 善 良 ，自 有 主
见 ，“ 我 不 能 看 着 人 家 有 病
了，就做那种绝情的事！”

2012 年，于海晶顶着世
俗的偏见，义无反顾地走进
了这个家，承担起了照料婆
婆的重担。

为了支付给婆婆治病欠下
的债，公公和丈夫不得不外出打
工挣钱，她一人在家，既要哺育幼
子，又要照顾瘫痪在床的婆婆。

天冷时，只要是晴天，她
都 要 把 婆 婆 搀 出 去 晒 晒 太
阳；病人长期卧床，消化差，
她尽可能地变着法儿改善生
活；为便于夜里照顾老人，她
干脆和婆婆住在一个房间，
只要老人有翻动，她立马开
灯看看情况；一有空闲，就给
婆婆按摩，与她拉家常，让婆
婆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
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从俺儿媳妇进了这个门，
她妈就在床上躺着，全由她伺
候，从来没有嫌过脏，叫过苦，
娶上这样的好媳妇俺家里算是
烧上高香了。”公公李五群说起
儿媳妇，那是一个劲儿地夸。

面 对 人 们 的 夸 奖 和 赞
美，于海晶显得很平静：“说
是婆婆，其实俺感觉就跟亲
娘一个样，以后不管俺妈走
到哪一天哪一步，我都会尽
心尽意地照顾她。”⑦10

“婆婆就跟亲娘一个样”
□陈 健 贺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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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这里曾是 18 座废弃
窑场，残砖烂瓦堆积如山。

如今，这里是 141 家企业的集
聚地，脚手架林立，厂房鳞次，道路
四通八达。

2007 年，这里曾是深沟陡壑纵
横交错，野草疯长，鼠兔乱窜。

如今，这里有 30000 多名产业
工人安居乐业，农副产品加工和以
制鞋服装为主的轻工制造两大产
业的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三规合一，四集一转，产城互
动，截至 2014 年底，上蔡县产业集
聚区规划面积由 2009 年的 11.11 平
方公里扩展到 16.88平方公里，建成
区面积由 3.2平方公里增加到 9.8平
方公里，固定资产投资由 15.3 亿元
增加到 87.66亿元，主营业务收入由
30.2 亿元增加到 197 亿元，就业人
员由 8600人增加到 30600人。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先后被评
为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投

资者满意的产业集聚区”和“最具
投资法治环境产业集聚区”。

一、培育主导产业，壮
大产业集群

2012 年，新一届县委、县政府
成立之后，通过广泛调研、现场办
公、专家论证，提出了“忧思忧患、
做大做强、集中集聚、提速提升”的
要求，在用好“三个抓手”（规划先
行、项目带动、环境保障）上下功
夫，搞好“四个提升”（在加快发展
上提升，在优化结构上提升，在统
筹推进上提升，在改善民生上提
升）上做文章，农副产品加工和以
制鞋为主的轻工制造两大产业的
主导地位日益凸显，两大主导产业
所形成的两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也
初具规模。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现有农副产
品加工企业 34 家，其中以大程实

业、久久面业、天宇面粉为龙头的面
粉加工企业 23 家，年转化粮食 95.4
万吨、生产面粉 72.2 万吨。大程实
业生产的“豫花”牌面粉，荣获“全国
放心面”称号，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并
远销美国、以色列、东南亚等地。上
蔡县产业集聚区现有制鞋企业 14
家，制鞋及配套产业企业 26 家，年
产值 66 亿元。荣光鞋业现有员工
6800 人，年产各类布胶鞋 5000 万
双，年产值达 20 亿元，产品畅销国
内市场并出口美国、欧洲、中东、拉
美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誉为

“全国东西合作的典范”。
1月15日，温岭制鞋产业园项目

正式签约上蔡县，首批 53家企业将
携带 70 亿元总投资整体转移至上
蔡，上蔡县与制鞋相关的产业链将
更加健全。近期，河南省鞋类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在上蔡县产
业集聚区挂牌运营，也将把上蔡县

“天中鞋城”的美好愿景拉得更近。

二、破解瓶颈制约，促
进企业发展

上蔡县委书记彭宾昌和县委
副书记、县长胡建辉等县主要领
导，经常深入产业集聚区了解企业
建设、生产、经营情况，每月举办一
次产业集聚区联席会议，着力破解
各类难题。

一方面采取城乡挂钩、拆旧建
新的方式，把节余出来的土地置换
为建设用地指标，另一方面加大土
地资源整合力度，盘活更多闲置土
地。同时，严格控制用地审批，引
导投资主体建设高层建筑、多层标
准厂房。截至 2014 年底，累计为企
业报批土地 7000多亩。

按照“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规
范用工、待遇留人”的原则，组建产
业集聚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完善
人力资源信息库，发展各类劳务中

介组织，通过电视台、QQ 群、公众
微信、公交站台等媒体适时发布招
工信息，“家乡工业大发展、在家打
工也挣钱”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积极与黄淮学院对接，筹建产
业集聚区电子商务平台、博士工作
站、大学生实习基地，帮助汉帛服
装、澳祥皮业拓展线上市场。对区
内企业进行全方位、无缝隙监控，
实现安全生产、节能发展，建设安
全节能示范产业集聚区。

三、实施开放招商，强
化项目建设

充分利用会议招商、亲情招
商、以商招商，在京津冀、闽东南、
长三角、珠三角分别设置招商办事
处，4个专业招商组常年驻地招商。
不断完善县领导分包重点项目、重
点项目建设周例会、集中交办、引
资单位“保姆式”服务等项目推进

等机制，认真落实重点项目月观
摩、半年检查和年终考评制度、产
业集聚区职能部门派驻制和“一站
式”、“两个零接触”服务，签约项目
得以顺利落地早日建成投产。

2014 年上蔡县产业集聚区实
施重大项目 35 个，计划总投资 15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1.5 亿元，完
成投资 87.66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108%，其中，省市重点项目 26
个，在建项目 26个，投产项目 9个。

四、完善配套设施，实
现融合发展

按照“规划引领、产业支撑、产
城互动、资源共享”的发展战略，将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县城
建设同步考虑，大胆采用 BT、BOT
模 式 ，累 计 完 成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39.73 亿元，建设标准化厂房 102 万
平方米、电站 2 座、水厂 1 座、污水

处理厂 1 座、垃圾中转站 4 座。目
前，集聚区内的蔡州大道、秦相大
道等 8 条主干道路与城区主干路
网相通相连，5 纵 8 横通畅的道路
交通格局已经形成。

在老城区、产业集聚区和商务
中心区接合部，加快建设各类生活
配套设施。目前20万平方米的公租
房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澳祥皮业
等 16 家企业 13 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项目已陆续开工建设，鹏宇幼儿园、
鹏宇中小学也面向产业集聚区员工
子女招生，2路、5路公交线路贯通产
业集聚区，有效解决了员工住房、日
常出行和子女入学问题。农信社正
式入驻产业集聚区，美景天城、鹏宇
国际城、华伦时代广场、蔡都国际商
务广场、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
等已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一座“宜工、宜商、宜游、宜居”的
产业新城正在中原地区悄然崛起。

（胥晓东 宋永亮）

上 蔡 ：产 业 新 城 正 崛 起
——上蔡县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