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观察记者 秦明芳

近年来，安阳市委、市政府聚焦
打造安阳经济升级版、建设中原经
济区区域性中心强市的重大发展战
略，推动安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
发展。作为税务部门如何做好工
作，服务安阳发展大局？近日，记者
采访了安阳市地税局局长赵文场。

赵文场说，为服务安阳发展大
局，安阳市地税局各项税收政策，带
领全市地税干部职工树立大局观
念、强化责任担当，努力规范管理，
不断提升队伍建设水平，我们以“讲
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立足点，狠
抓班子建设。局领导班子进一步统
一思想，提出了按照“团结、和谐、勤
奋、廉洁、有力”的总要求和“建一流
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的
总目标，切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
设的要求。

赵文场谈到，我们要求全市地
税干部，在思想上，增强党性修养，
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
局、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在
组织上，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执行
领导班子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做
到重要事项集体研究，日常工作分
管负责；在业务上，坚持“夯实基础，
规范管理，提升水平，形成亮点”指
导思想，不断提升征管绩效，打造安
阳地税品牌；在作风上，坚持从安阳
地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务实
重干、奋发进取，公道正派、团结协作；在廉政上，带头
执行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规定，认真落实“一岗双责”要
求，以实际行动树立清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赵文场介绍，全市地税系统认真组织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
果，不断提升地税干部政治道德修养，激发地税系统
干事创业热情。6 月 9 日，安阳市地税局在林州红旗
渠畔召开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动员大会，专门邀请
省地税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刘长青出席。与会人员
集体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听取了专题党课，通过“现
场学习+党课动员”的方式进行动员，确保专题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赵文场指出，安阳市地税局要以基层干部作风整
顿为切入点，狠抓纪律建设。在全系统开展基层干部
作风纪律整顿，成立作风纪律暗访组，对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和省市若干意见、省地税局“八条禁令”和“九
项要求”、工作作风纪律等情况进行督察暗访；开展公
务用车管理、非省级财政资金使用、经商办企业问题、
信访举报案件、公款隐秘性消费和离退休人员占用公
物等专项治理，推进作风转变的常态化。

赵文场说，今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是安阳市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之年，下一步
我们要围绕安阳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优化服务，提
升纳税服务水平。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和“税务
人走进纳税人”大走访活动，优化便民措施，强化督促
检查，梳理意见建议，促进整改落实，不断增强服务安
阳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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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内黄县中召乡闫庄村村民闫
某、李某因坟地占用耕地、上坟毁坏庄稼产生
了纠纷。经村委多次调解未果后，案件上交
至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进行专题研究。该乡
分管领导先后 8 次到闫某、李某家中进行矛盾
调解，最终李某同意向闫某赔礼道歉、赔偿
1000 元和解此事，矛盾很快得以化解。

这是该县在乡、村两级建设“四室四中
心”所带来的成果。

今年年初以来，该县以建设服务型基层
组织为目标，以“四室四中心”为载体，着力把
乡、村打造成服务群众的窗口和平台，将四项
基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村有“四室”,老百姓的事有人管

“除了便民服务室，还有民主决策议事
室、矛盾纠纷调处室、党风政风监督室。”9 月
15 日，内黄县张龙乡申张龙村党支部书记申
晓峰介绍，“四室”建设完善以来，实行村干部
周一集中办公、周二至周五轮流值班制度，商
议村内公务、化解矛盾纠纷。

在今年开展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
中，张龙乡申张龙村资金紧张，村“两委”干部
本想先硬化一条街道，再开展其他村容村貌
整治工作。但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却一致要
求全村工作整体推进。于是，按照“大家的决

定”，村“两委”干部到处跑资金、找支持，最终
筹措资金 30 余万元，用 21 天时间完成了村内
3000 余米道路的硬化和绿化工作，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

目前，该县 532 个行政村已有 505 个建成
“四室”，占农村总数的 95%。

乡镇有“四中心”,群众诉求一站式办理

“这里可以查询到低保金、退耕还林补助
资金等发放情况。”在内黄县城关镇便民服务
中心，电子显示屏给群众带来了方便。大厅
内有农业服务、民政救助等 6 个窗口，凡是涉
及群众的审批、服务等所有项目在这里都可

以一站式办理。
除了便民服务中心还有民主决策议事中

心、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和党风政风监督检查
中心。

在“四室四中心”建设过程中，该县对照
四项基础制度，明确“四室四中心”职责、办事
流程和工作程序，健全完善“四议两公开”制
度、“三资”管理制度、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制度
等一系列制度，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

目前，该县 18 个乡镇（街道）“四中心”已
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乡、村两级共民主议
事 1330 余件次，调处矛盾纠纷 1600 件次，有
效提高了民主决策的水平和办事效率。

金秋十月，我省特色农业产业大县——
内黄县的数千亩尖椒又到了收获期，红彤彤
的尖椒，乐坏了当地农民，同时也吸引了不
少城里人前来观赏拍照。

安阳观察特约记者 刘肖坤 摄

尖椒熟了

内黄：“四室四中心”零距离服务群众
□本报通讯员 张晓霞

在韩庄镇中心敬老院里，绿树红花
争艳，环境清爽宜人，厨房、餐厅、图书
室、娱乐室、医务室、健身室等设施一应
俱全，后院的空地上种着黄瓜、茄子、豆
角等应季蔬菜。院长陈思清介绍，这些
都是老人和工作人员共同种的，小菜园
让大家的生活充实起来，也让餐桌丰富
起来。

小付庄村年近七旬的“五保”老人付

沛田说：“这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风扇，
政府不仅免费供养，有病了还有医生给看
病，护理员照顾也很周到。虽然无儿无
女，但是我们过得比有子女的还滋润。”

【新闻链接】韩庄镇于 2012 年投资
600 万 元 建 设 了 新 敬 老 院 ，占 地 面 积
5336 平方米，内设标准房间 75 个，可容
纳“五保”人员 130 人。同时，镇财政每
个月补贴 1 万元，用于改善敬老院的伙

食。韩庄镇还投资 800 余万元，新建了
镇卫生院，更新了医疗设备，实现了老
有所养，病有所医。

韩庄镇党委书记侯志军说：“民生
问题无小事，韩庄镇党委、镇政府始终
坚持将新增财力重点向民生倾斜。今
年，韩庄镇将继续拿出 1.2 亿元财政资
金用于民生，倾情办实事，着力惠百姓，
让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滚动实施民生工程 28项，累计投入民生工程资金超 4亿元，惠及全镇 5.1万群众;民生
工程投资从 2012年的 6000万元增加到 2015年的 1.2亿元……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汤阴县
韩庄镇党委、镇政府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韩庄镇党委、镇政府紧紧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道路交通、安全饮水、人居环境、富民增收、教育教学、社会保障、精神文明等问
题，将一项项民生实事由承诺变为现实，让越来越多的韩庄人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康洼村村口，65 岁的村民石舍
只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年自己吃水的故
事。

最早，石舍只家里吃的是 9 米深的
漏天井，水质浑浊不说，水吃起来还是
苦的。后来，石舍只搬了家，在家门口

打了一眼 20 米的浅井，可水质还是不达
标。去年，镇里投资 55 万元，打了一眼
230 米深的井，各家各户都通了自来水
管，一拧水龙头，哗啦啦流出来的是甘
甜、清澈的自来水。说话间，石舍只脸
上挂满了笑容。

【新闻链接】韩庄镇通过争取上级
项目资金、镇级财政资金、村级集体资
金和农户捐资等多种形式，先后筹措资
金 2600 万元，打深井 28 眼，铺设自来水
管网 27.8万米，完成 25个村的安全饮水
工程，实现了安全饮水全覆盖。

喝上甘甜放心水

高楼林立、曲径通幽，亭台楼阁、小
桥流水，绿树成荫、鸟语花香……走进
韩庄新社区，记者不禁赞叹，这哪里是
农村社区，简直就是高档住宅小区。

走进村民路晓燕的家，160 平方米
的房子宽敞明亮，装修风格简洁美观，
家具电器一应俱全……“要不是党的政
策好，俺咋也想不到俺也能住上这么好
的房子。”路晓燕高兴地说。

走进部落村，村口的街心花园花团

锦簇，绿草茵茵，干净整齐的街道，样式
别致的花坛，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风
景旖旎的人工湿地……部落村党支部
书记邢锋说：“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帮助
下，我们村争取了农村环境整治项目，
投资 300 多万元，每家每户安装了自来
水，铺设了污水管网，现在的生活污水
经过处理直接达标排放。去年，我们又
争取了美丽乡村项目，投资 2000 多万
元，进一步完善了村里的道路、绿化、亮

化等基础设施。”
【新闻链接】韩庄镇以创建全国生

态文明乡镇为契机，先后投资 6.12亿元，
开工建设了韩庄新社区、云光社区和光
明社区 3个农村社区，建成楼房 30.62万
平方米 1965 套；引入 3 家保洁公司，对
镇村道路和农村实行市场化保洁，新建
15 个垃圾中转站，实行户收集、村清运、
镇处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模式，村容村
貌焕然一新。

“以前，我们村的路雨天是‘水泥
路’，晴天是‘扬灰路’。现在好了，下雨
天脚都不沾泥了。”王佐村村民郑丕平
高兴地说。去年镇党委、镇政府把进村
路修成了真正的水泥路，还把家家户户
门口的路给硬化了。

与王佐村临近的娄湾村村民也深
切 感 受 到 了 道 路 建 设 带 来 的 好 处 。
2014 年，该镇投资 700 余万元新修建了

连接王佐村和娄湾村的一条宽 21 米、长
3.1 公里的水泥路，成为了村民出行的必
经之路。路修好了，招商项目也来了。
投资 11.7 亿元的昊诚光伏发电项目和
投资 3.1 亿元的天润牧业奶牛养殖项目
选择在此落地生根。

“新项目来了，农民把土地流转了，还
能到工地上再打份工。我们村在昊诚光
电干活的有200多人，按每人每月2000元

钱计算，俺村一个月就净增加收入 40 万
元。”娄湾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叶说。

【新闻链接】要想富，先修路。韩庄镇
坚持把改善道路交通条件作为改善民生
的基础工程来抓，近年已累计投资1541.23
万元，修建乡村道路14条17.8公里，修建
桥梁 2座，长 213米，户户通投资 1772.93
万元，修建街巷 65.98公里，形成“四纵七
横”的大交通网络，实现了村村通、户户通。

9 月 20 日，在韩庄镇工官屯村，村支
部书记江海平自豪地介绍：“自从村里
有了文化墙，大伙都说，感觉咱农村气
象都不一样了。”

位于工官屯村南头路边高 2.3 米、
长 100 余米的文化墙格外引人注目，内
容为村规民约、诚信文化、传统美德、农
业科技等与农业、农村、农民息息相关

的科普知识、法律法规等，成为该村一
道亮丽的风景。

据了解，为提升群众的思想道德
素质，树立良好的村风、民风，韩庄镇
党委投资 100 余万元，在全镇 33 个村
建 设 了 内 容 丰 富 、各 具 特 色 的“ 文 化
墙”。

【新闻链接】韩庄镇以创建“全国文

明村镇”为契机，先后举办了“韩庄精
神”大讨论和“党在我心中”、“团队的力
量”等主题征文及演讲比赛；组织开展
了“文明新村”、“十佳农民标兵”、“星级
文明户”评选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
展了“讲文明、树新风、构和谐、促发展”
等主题实践活动。该镇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文明村镇”、“全国文明村镇”。

刚走进韩庄镇一中，进口处的规划
图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在规划图上，
教学区、办公区、生活区错落有致，位于
南部的学校操场宽敞开阔，塑胶跑道、
运动设施一应俱全。如今，教学楼、办
公楼已经建成投入使用，学生宿舍、食
堂正在建设中，建成后新韩庄镇一中将
成为汤阴县一流的初中。

“每年教师节，镇里都要拿出 10 万
元用于奖励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为
打造特色高效课堂奠定基础，镇里还组
织教师赴山东杜郎口中学交流学习。
在‘金秋爱心助学’方面，近年全镇先后
筹资 50 多万元，资助 360 多名贫困学生
就学。”该镇教办主任仝海波说。

【新闻链接】韩庄镇在加大教育基础

设施投入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和
业务水平，努力改善教学条件，提升教学
质量。2013年，投资 200万元，在全镇各
中小学实施了地面硬化、门窗、办公用品
更换等工程；2014年，该镇投资200万元，
实施了均衡教育工程，对8所学校进行了
重新规划设计、升级改造。2015年，投资
2000万元，启动了韩庄镇一中扩建工程。

扮靓村民新家园

打通百姓致富路

小镇劲吹文明风

狠抓教育大提升

老有所养有保障

食、住、行，事事顺心；德、教、养，件件惠民；
到过汤阴县韩庄镇的外地人无不赞曰——

美哉，韩庄！
□傅培谋 路 瑜

韩庄新农村 朱忠海 摄

全省百强乡镇安阳巡礼③ 韩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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