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安阳观察记者 陈栋梁）6月 27日，记者从安
阳市住建局获悉，该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
进，目前排入市区12条河流、沟渠的1941个排污口已全部
封堵完毕，并在沿线铺设污水管线14.5公里，新建污水收
集井540座。

4月底，安阳市展开了对市区河流、沟渠的专项整治工
作。该市住建部门对市区内的万金渠总干渠、排洪沟、护
城河等沟渠水体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排查的排污口
建立了影像档案资料。在此基础上，5月 20日又印发《黑
臭水体排污口封堵截污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市区沟
渠及老城区坑塘排污口截污封堵专项行动。

近两个月，安阳市住建部门已对市区内的安阳河（华
祥路-于曹闸）、护城河（东西南北环城）、万金总干渠（华祥
路-西环城）等12条河流、沟渠沿线的排污口进行全面封
堵，并向沟渠沿线企业、居民发放停止向沟渠排污的公告，
向排污单位下发限期整改的行政告知书。与此同时，该市
住建部门沿沟渠两侧铺设污水管道，统一并入污水管网，
确保沿线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

据安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市住建部
门、水利部门将联合对市区内的沟渠、坑塘进行清淤、水质
净化、绿化美化，确保水系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本报讯（通讯员 邓红刚）“2016年安阳县 25个重点
工业项目中纳入市工业转型升级项目就有15个，计划总
投资75.4亿元。目前，这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6
月 26日，安阳县工业信息化委员会有关负责人在介绍转
型升级项目建设情况时，侃侃而谈。

作为传统的工业强县，安阳县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现
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25家，利源、顺成、沙钢永兴等3家
企业入围 2016年河南省百强、百高企业，沙钢永兴等22
家企业入选2016年安阳市50强、50高企业，全县已形成
了钢铁、煤化工、水泥建材等七大主导产业。

近年来，安阳县委、县政府积极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发
展方式，着力将钢铁、煤化工、铁合金、水泥建材、装备制造
向高端化、终端化、高效益方向转化，努力保持工业经济稳
定增长。同时，充分发挥钢铁产业优势，大力发展钢铁下
游产品，形成了钢材—精品钢、棒材—深加工—钢结构—
装备制造产业链，打造以产业集聚区为中心的装备制造基
地。先后引进了远大可建、昌元电气、永胜玻璃等亿元以
上企业10家。沙钢永兴拿到英国CE认证，首次出口创汇
5000万美元；汇丰公司石油套管通过英国石油协会API
认证，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水平；永通公司球墨铸铁管
荣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金杯奖”。

此外，该县还大力整合水泥建材产业，力促中联水泥
重组了全县40家石料企业，建成了5条750万吨骨料生产
线，促进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推进装备制造产业改造升级，
永通球墨铸铁管、汇星不锈钢管、汇通有缝管、海皇铝业等
终端产业不断发展壮大，正在成为新的百亿级管材基地。

在推进传统工业转型升级时，该县还依托独特的地理
位置和光照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地面荒山荒坡光伏电站，
成功引进了都里美亮、马家诺丁、洪河屯中昊3个超10亿
元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达到250兆瓦；正在建设都里服
众、蒋村中广核光伏电站，今年装机容量可达 700兆瓦。
到2017年，全县发电装机总容量力争达到千兆瓦级，成为
全国光伏新能源大县。

童心向党
6月28日，河南省内黄县四中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

在展示制作的党旗。当日，内黄县四中附属幼儿园开展
“童心向党”主题教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
制作党旗，更多地了解党的光辉历程，迎接中国共产党建
党95周年。 刘肖坤 摄

安阳开展排污口专项整治
市区近2000个排污口全部封堵

安阳县

力推工业转型持续升级

以幸福观教育积聚发展正能量提振士气

幸福在哪里 殷都人告诉你
□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杨之甜

以幸福引导，来激发干部励志图强的激情；

以幸福引导，来积聚促发展的正能量；

以幸福引导，来召唤殷都人的幸福之梦，最终实现殷都走出困境、

跨越发展的美好愿景。

幸福是什么？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小孩子心愿得偿后的满足

是幸福，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幸福，失而复得后的喜悦也是幸福……

而安阳市殷都区人却总是回答：“干好了工作最幸福。干好了工作

让老百姓满意，让殷都区发展得更好，就是最大的幸福。”

近年来，安阳市殷都区委、区政府大力倡导幸福观教育，“幸福点

赞”、“幸福短信”、幸福观宣讲等一系列幸福主题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殷都区干部素质和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精神面貌焕然

一新，重点项目得到了快速推进，各项经济指标也有了实质性好转。在

这个不到7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处处弥漫着幸福的味道。

且看安阳市殷都区干部职工如何诠释幸福、创造幸福。

安阳市殷都区，位于安阳市区西北
部，区域面积 69.5 平方公里，人口 24.5
万，财政收入和多项经济指标一度位居
全市四区第一。几年前，由于背靠安钢
这棵“大树”，殷都区一度是个令人艳羡
的“安乐窝”。环境相对安逸，干部大多
做着“锦上添花”的工作，没有因较大的
攻坚工作而发过愁、作过难，各种福利待
遇也都比较好。

“在这样的环境中，部分干部逐渐形
成了一种贪图安逸、比吃比喝比待遇、比
权力比地位比享受的状态。”提起从前，
殷都区委书记张建国直言不讳。

然而，殷都人的好日子在2008年金
融危机时“戛然而止”。当时，由于钢铁
行业形势低迷，安钢效益大幅下滑并出
现巨额亏损，殷都区遭遇到建区以来最

困难的“严冬”，连工资发放都成了“老大
难”。

“不但正常运转受到限制，有些同志
也很不适应，迷茫者有之，颓废者有之，
抱怨者有之，总之我们是吃尽了‘一钢独
大’的苦果呦！”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张建
国说。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决定未来。殷
都区委、区政府认为，干部队伍中长期
以来形成的一种“惰性思维”，与当时全
区爬坡过坎的现实格格不入。要扭转
这种状况，首先就必须改变干部错误的
价值观，进而去提振士气，凝聚力量。
从那时起，殷都人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
的“新长征”运动，“幸福宣讲”、“晒幸
福”等一系列围绕幸福观的教育活动应
运而生。

殷都区面积没多大，故事却不少。
6月20日周一早上8点钟，记者在殷

都区梅园庄办事处会议室内参加了一场
特别的晨会。没有领导长篇大论部署工
作，也没有冗长乏味的议程，有的只是来
自基层普通干部职工和大家讲述自己的

“幸福故事”。
孙恒是梅园庄办事处的一名普通干

部。在殷都区西城旺角项目拆迁中，他
所分包的拆迁户是一个常年药不断，换
季住医院，不高的工资一半生活一半保
命，一生积蓄也陷在非法集资中的古稀
老人。

孙恒在分享中说，拆迁户老太太同
意拆迁补偿方案，按照标准补偿她一套
90平方米左右的现房即可。但当时一期
中该户型房源已售罄，仅剩下135平方米
的大户型和公寓楼上的小户型。经过实
地察看，孙恒认为这两种都不适合老人
养老居住，老太太经考虑决定在公寓楼
上选两套45平方米的小户型。细心的孙
恒再次前往公寓楼查看，认为这两套小
户型仍然不适合老人。孙恒觉得心里很
不安，就向开发商了解二期工程，他欣喜
地发现二期有一户型适合老人居住，于
是他又分别带老太太的子女到公寓楼小
户型里查看，向他们解释陈述他的想
法。孙恒的细心、耐心打动了老太太的
三个子女，于是他们共同向拆迁户老人

推荐二期项目楼房中结构、面积、楼层、
朝向合适户型。

“在签订拆迁协议后，老人拉着我的
手说：小孙，谢谢你，听着老太太真诚的
话语，看着拆迁户三个子女对我信任的
目光，一刹那，久违的感动充盈着我的心
间。”孙恒真诚的话语得到了所有参会人
员的共鸣。

没有提前预备好的发言稿，所有的
故事都是从讲述人口中自然地娓娓道
来。大家讲故事、秀幸福、谈打算，用这
种温暖的方式分享自己在工作中收获的
点滴。

不止在梅办，像这样“接地气”的幸
福故事会在殷都区各个基层办事处已成
为一种常态化会议。曾经，一说起“开
会”大家都唉声叹气，常常是领导在台上
长篇大论，干部在台下昏昏欲睡。自从
开展幸福故事会以来，大家渐渐尝到了
分享幸福的“甜头”，从最初的消极参会
到现在主动参与，甚至把能在会上讲上
一段自己的故事当成一种动力。

“现在的我，每天仍奔波在西城旺角
与拆迁户家中，但每当我经过项目时，总
会抬头看一眼，因为不久的将来，楼上的
万家灯头中，就有我点亮的一盏灯。这
盏灯也点亮了我心中的一分感动，一分
幸福。”孙恒的话道出了每一位为拆迁户
奔忙的工作人员的心声。

几年来，殷都区委坚持“以实绩论英
雄”的选人用人原则，让实干者得到尊
重、得到政治经济上的“荣誉”而幸福，选
派200名年轻干部充实到乡办招商引资
和项目一线，真正做到了“干部在基层锻
炼，人才从一线选拔”。而随着工作的深
入和幸福观教育的不断深化，广大年轻
干部对幸福的认识逐渐清晰和认同，焕
发出了干事创业的澎湃激情。

管禹是殷都区一名下派干部，今年
29岁的他在梅办项目办负责后勤工作。
这个身高一米八多的大小伙子从不识基
层“愁滋味”，到真正懂得了幸福的含义，
只用了短短两年。

去年，为了推进当地一片老旧生活区
改造项目，汛期来临之际，管禹和项目办
全体职工随时等待雨水的到来，雨下得越
大，他们工作的时间就越长。每次大雨降
临，他们就顶风冒雨在生活区认真细致地
勘察险情、收集数据，基本上每次工作结
束，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而且，夏季的
雨很多都是夜间开始下，管禹记得，有好
几次他都是晚上10点多钟冒着暴雨出来
收集相关数据，等回到家已经接近凌晨
了。通过项目办各位成员的辛苦付出，最
终形成了该生活区汛期安全报告，极大地
推动了当地老旧房改造进度。

今年4月份开始，因多个项目同时启
动，项目办周六周日也正常工作，4月
底，管禹的母亲在北京做手术，只请了周
五周六两天假，周五下午走，周六手术，
周日上午赶回来继续投入工作。5月 12
日，西城旺角开始拆迁，管禹负责后勤工

作，每天都得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家。
一次为加速推进拆迁工作，领导要求换
算相关差额数据，他加班加点一直干到
夜里12点多钟才顺利完成全部工作。当
他回到家才知道，一岁多的孩子高烧
39℃一整天，但妻子怕影响他工作就没
和他说，当时管禹的心里只有深深的愧疚。

“虽然来到基层有很多辛苦，很多劳
累，但家里一直都很支持，俺妈由于身体
原因今年一年都没能过来，家里只有爱
人自己看着刚刚1岁多的孩子，这么年轻
就累得天天喊腰疼，但从来都不埋怨，还
有办事处领导的关心与爱护等，这些都
是我继续全心奋斗的压力和动力……”
管禹说。

“像管禹这样年轻的下派干部还有
很多，刚开始让年轻干部下基层时，很多
年轻人都私下里问到基层后待遇咋样，
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不仅没人再问，还都
抢着干活。”张建国言语中满是欣慰。

在去年年底的全区幸福观展演中，
一名基层干部由衷地唱到：“幸福在哪
里，我来告诉你：它不在迷茫的等待中，
也不在埋怨攀比里。它在勇敢地担当
中，它在无私的奉献里，幸福就在追梦人
的心底里！”这充分印证了殷都干部队伍
从思想到行动的提升与蜕变。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殷都区幸福
观教育的深化，广大党员干部在追求真
正幸福中，转变作风、提升素质、历练能
力、奉献汗水，这必将转变成殷都走出发
展困境的强大原生动力，再创殷都发展
新辉煌。

本报讯（通讯员 栗红伟 李斌）为切实做好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参照上年度全县人均消费支出的一定
比例，近日，汤阴县再次提高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
补助水平及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据了解，在本次调整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月
人均380元调整到400元，月人均补助水平提高到不低于
240 元，比去年提高 15元；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年人均
2600 元调整到 2900 元，人均月补助水平提高到不低于
127元，比去年提高12元。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标准提
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4000元，分散供养标准提高到每人
每年不低于3000元。新的补助水平和供养标准从2016年
1月1日起执行。经测算，今年将比去年增发城乡低保和五
保供养资金近350万元，惠及困难群众22310人。

汤阴县

再次提升城乡低保
农村五保供养标准

从“安乐窝”到“新长征”

从“白开水”到“故事会”

从“待遇是啥”到“我很幸福”

殷都区七条路项目办事处、局委分包项目责任人挨家入户丈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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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园庄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为拆迁户挑选户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