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干部作风转
变给原阳产业集
聚区快速健康发
展提供了“原动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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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职能部门如何

原阳县在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心设立企业服务110指挥中心，为园区企业提供“一
键式”服务；设立企业服务大厅，为企业办理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设立金融服务中心，
实现银企常态化无障碍对接。县四大班子领导和县直单位分包项目，不仅大大提升了工
作效率、优化了发展环境，同时对全县干部作风转变也起到很大作用。

3 月 23 日上午，得知原阳县环保局副局长周松庆
要到企业来检查，位于原阳县产业集聚区的美景家具
公司负责人郑亚明笑得合不拢嘴，对着电话直说：“欢
迎欢迎！”

“我这‘欢迎’是发自内心的！”郑亚明给记者讲了
这样一个故事：去年 9 月份，公司要为职工餐厅建一个
配套的污水池，被一直关注企业动向的县环保局紧急
叫停。

为啥？环保局了解到他们要建的污水池仅有 5m3

大小，完全不能满足生活污水的排放需要。
周松庆说，这样的污水池，该企业大概半个月就

能排满，在污水不能完全沉淀、充分发酵时就会溢出，
直接排到市政污水管网中，增加环保负担，也是一个
环保隐患，根据新环保法，这样的污水池远远达不到
标准。

县环保局向企业详细介绍了法律法规要求，并为
他们拿出了新的污水池建设方案。在环保局的指导
参与下，美景公司最终建成了一个超过 70m3、有 4 个分
水池的污水池，综合收纳、分级沉淀，不仅有利于企业
清污，也达到了环保标准。

“要搁以前，可不是这样。”郑亚明说，在他的印象
里，一些职能部门的“职责”就是罚款，等企业建成将
要投产时前来“挑刺”，污水池不合格就得刨开地面重
新建，还得面临一笔罚款，否则不能生产：“原阳县环
保局在企业建设过程中全程指导，避免了企业走弯
路，让我们省钱省时又省工，他们随时来我随时欢
迎！”

无独有偶。区内另一家企业君源塑业负责人杜
永保也有同样的感受。

去年 8 月，君源塑业厂房建成，设备安装到位，遇

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出于环保的考虑，设备上
必须加装一个收集罩，致使设备的体积增大，但这种
设备因为生产需要经常上下左右移动，加装收集罩之
后给生产带来了极大不便。

县 环 保 局 组 成 了 一 个 技 术 小 组 ，和 企 业 一 起
测算设备的位置和高度，共同商议寻找解决办法，
最 后 设 计 增 加 了 一 个 短 轨 道 ，让 这 个 难 题 迎 刃 而
解。

“以前我们办企业的最‘怕’和政府部门打交道。”
杜永保说，职能部门上门检查，即使不成心刁难，也总
是高高在上，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只要尽到我
的责任就可以了，哪管你如何作难。”

“现在可好，‘罚款的’变成‘攒忙的’，了解企业难
处，为企业排忧解难，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和职能部
门打交道，我再也不怕啦！”

位于原阳县产业集聚区的河南郑通钢结构有限
公司，去年刚刚建成投产，可年产钢结构组件 5 万吨，
年产值 5 亿元，不仅是原阳的“纳税大户”，还为当地农
民提供了 150 多个就业岗位。

就是这样一个能带活一方经济的好项目，当初却因
为项目用地迟迟不能征用到位，差点与原阳失之交臂。

据产业集聚区综合办主任杨建新介绍，郑通钢结
构项目所在地原是葛埠口乡李学彦庄的苗木林，种了
100 余亩绿化树和用材树，基本涉及全村所有农户。

2012 年 7 月份，这块项目的用地手续已经全部办
结，补偿款也早已提前到位，但当企业准备进场施工
时，却发现这里还是一片绿油油的树苗——这让企业

犯了难，若是硬要伐木破土，虽然合法合理，但却会损
害农民利益，还有可能与农民引发矛盾纠纷；但若是
因此推迟工期，又会影响企业的整体规划，让企业陷
入被动。

与此同时，李学彦庄的农民同样苦恼不已，各家
种的苗木虽然最多也就能卖个两三千块钱，但在他们
眼里也不是个小数目，“砍回家就是一堆柴”，想要卖
出去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家。

找不到突破口，项目就此“搁浅”，郑通钢结构公
司负责人崔小兵，做好了“撤离”的准备，甚至开始考
虑寻找“下家”。

“产业集聚区对落地企业实行‘三个一’跟踪服

务，即一个项目由一名县级领导，一个帮办单位再加
上一个服务团队，进行全程跟踪，为项目顺利推进提
供保障。”杨建新说，这件事也让负责的领导和帮办单
位县文化局寝食不安。

咋办？他们当起了“苗木经纪人”的角色，火速找
市、县林业部门求援，同时在网上发布供应信息，“广
撒网”寻找买家。

买家到了之后，为了不让农民吃亏，他们又找来
专业人士参与，对苗木一一估价，不时居中调停，一边
做好农民工作，一边和商家讨价还价，最终用半个月
的时间，把项目用地的地面附属物全部清理干净，企
业得以顺利入场施工。

原阳县失地农民、46 岁的城关镇南街村村民李艳
玲和丈夫都没有固定工作，一直靠打零工养家糊口，
每个月收入仅有 1000 多元，一周前，听说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能给农民“找活干”，就赶紧到求职窗口
报了名。

负责接待她的是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李牵龙，
指导她填好了求职意向表，得知她文化水平不高、没
有专业技能、家庭收入又比较低，便建议她不要急着
就业，而应该先学个“一技之长”。

就这样，李艳玲从楼下窗口来到了二楼的“月嫂”
培训中心，成了一名新学员。

3 月 23 日下午，记者来到培训中心，看到两名老
师站在讲台上，一名负责讲解技能要点，另一名拿着
宝宝模型实际操作以便学员理解；而在台下，李艳玲
正和其他 40 多名农家大嫂一起，认真听课记笔记。

正在授课的训练中心老师李铭，去年在新乡经过
培训通过考试，拿到了高级技工证书，在训练中心已
经带出了 3 届“毕业生”。

“学员们在这儿能免费学习 30~45 天，最少 120 个
课时，直到通过考试，免费拿到初级技工证书。”据李
铭介绍，持有“初级育婴师”证书的学员，目前在市场
上供不应求，她教过的学生如今都已找到工作，大多
在郑州等地从事育婴工作，“平均工资在 5000 元左右，
是学习之前的好几倍！”

原阳县人社局副局长郑开选告诉记者，原阳县共
有 3 个专业培训基地，除了育婴培训班，还有按摩保
健、电焊、厨师、电脑操作、美容美发等培训班，供全县
农民选择、免费学习，去年已培训 5000 多人次。这些
培训基地被用工企业亲切誉为原阳产业集聚区的“黄
埔军校”。

“毕业之后的学员，可以自主择业，也可以到我们
这儿‘找工作’。”李牵龙说，县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在全
县设置了 3 个办事处，面向全县企业收集用工信息和
求职信息，同时与原阳在线网、原阳新闻微信平台联
合，共同在网络上发布人才供需信息：“时间短的当天
就能在产业集聚区找到合适的工作，基本上两天左右
有结果，一周之内保证有答复。”

李牵龙说，除了通过这种形式促进就业，原阳县
每年还要组织 3~4 次专场招聘会，去年该县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 20.03 万人，其中到产业集聚区就业的有
1.2 万人，还为企业输送高层次和专业技术人才 4700
多人次。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顶好家具公司与 4 名农民
工签订了用工协议，十月家具公司负责人王超术打来
电话，向李牵龙发布了企业的最新用人信息。

走进原阳产业集聚区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贺洪强 杨晓燕

为了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原阳县文化局的干部成
了临时的“苗木经纪人”；在与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
原阳县环保局等部门由“罚款的”变成了“攒忙的”；在
服务企业和农民时，原阳县人社局又成了免费的“职
业介绍所”和为企业提供人才的“黄埔军校”……原阳
干部的“脸”变得好！

干部“变脸”的背后，是工作作风的转变，是服务
意识的觉醒，也是体制机制的创新。

据了解，为确保产业集聚区的高效运转，原阳县
将产业集聚规划区内的村庄整合为街道办事处，形成
了县长任职、分管县长兼职、常务副主任专职的产业
集聚区组织领导构架，实行四大班子领导和县直单位
分包项目制度，形成举全县之力推动集聚区建设合
力。依托产业集聚区设立阳和办事处，实现了管委会
与办事处领导交叉任职、套合运行，有力促进了工作
效率的提高和发展环境的优化。

对落地企业实行“三个一”跟踪服务，即一个项目
一名县级领导，一个帮办单位，一个服务团队。设立
集行政服务、金融服务、检测认证等为一体的产业集
聚区企业服务中心。设立企业服务 110 指挥中心，为
园区企业实行“一键式”服务；设立企业服务大厅，为
企业办理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设立金融服务中
心，实现银企常态化无障碍对接。创立失地农民养老
保险制度，参保率达到 85%。建立企业发布需求、政府
分类培训、定向输送上岗的服务机制，引导企业吸纳
当地就业人员 1.2 万人，为企业输送高层次和专业技
术人才 4700多人次。

而干部“变脸”，成了原阳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
短短 7 年多的时间，原阳产业集聚区已经累计投

资 25 亿元，建成道路 59 公里，铺设供排水管网 134 公
里、强弱电 60 公里，供暖、供气、污水处理、绿化、亮化
同步跟进，实现了“九通一平”和基础设施建成区全覆

盖。累计投资 7.4 亿元，建成产业集聚区综合服务中
心 1.9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8.3 万平方米、职工公寓
3450 套。2015 年计划投资 2.5 亿元，新建道路 4.8 公
里，完成绿化面积 2.3 万平方米。区内已经入驻浙江
万向、北京三元、河南金龙、四川通威等规模以上企业
132 家，围绕汽车零部件及装备制造和农副产品深加
工两大主导产业，形成了机械制造、机电电气、食品加
工、家居制造四个特色产业板块，家居制造和食品加
工两个产业集群正在“抱团”形成。

产业集聚区就业人口由 2008 年的 2200 人增至 3
万人。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带动城区急剧扩大，城区
面积从 2008 年的 12 平方公里增至目前的 33.5 平方公
里、城区人口从 8万人增至 14万人。2014 年规模以上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112 亿元、税收 2.2 亿元，吸纳 3 万
人就业。预计 2018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60 亿元、税
收 8亿元、吸纳 6万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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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30~45天的培训，这些学员就能拿到初级育婴师技工证
书，月收入平均在 5000元左右。

据李牵龙介绍，前来求职的农民最迟一周内就能得到答复。

原阳县每年要免费培训农民工 5000多人次。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在君源塑业与企业负责人（左）共同查看
设备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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