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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邓晓芳

“以前，村里一切事务都是村干部
说了算，公不公平，只有他们心里清
楚。”8月 22日，聊起现在的村务工作，
沁阳市太行办事处秦谷沱社区居委会
村民乔社感慨万分，“自从村里成立了
集体财产监管小组，大事小情他们全程
监督，村务在阳光下运行，我们没啥顾
虑了。”

集体财产监管小组成员，今年 66
岁的孙锋家住秦谷沱社区四街 7 号。
老人于 2010年退休，先后在沁阳民政
局、司法局、法院等不同岗位工作，积累
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孙峰正式为村里办事，是从一件棘
手的群众矛盾开始的。秦谷沱社区位
于沁阳市城区中北部，共有居民 980
户，3200余口人，其中外来人口 2000
余人。2013年7月，社区内的嘉华国际
商品房交付使用，其中两层门面房属秦
谷沱社区集体资产，一些群众怕得不到
相应利益，干脆请来“铁将军”锁住门面
房。

临近 2014年春节，村两委和办事
处负责人来到孙锋家，希望他出面帮忙
处理群众矛盾。老人没有推脱，与村里
几位退休老干部一商量，于当年1月16
日成立了门面房招租监管小组。

通过广泛调研，他们发现群众有
“三怕”：一怕村干部包庇开发商；二怕
门面房租给自己人，不公平竞争；三怕
收上的房租落不到自己口袋。

摸清群众的真实想法，监管小组进
一步理顺各项手续，公开政策，分头做
群众工作。他们按照法律标准制订招
租方案，请来拍卖师义务服务，公开招
标，结果张榜公示。十几天后，门面房
招标圆满结束。

今年63岁的李永奇也是监管小组
成员，老人回忆说，针对2011年村两委
班子换届期间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2014年，应办事处邀请，他与几位老同
志全程参与换届的每个环节。

“竞选人的演讲稿都要经过俺们严
格把关，决不允许吹大话不干事。从换

届开始到结束，村里平平静静。”回忆那
时的经历，李永奇有些“得意”。

2015 年 1 月 12 日，对孙锋、李永
奇、张小山等 7位老人而言，是个特殊
的日子。他们再次受聘，拿到居委会颁
发的聘书，成为居委会集体财产监管小
组成员，义务为村集体事务服务。

“如何管好用活农村集体资产，实
现最有效的保值增值，是当前农村工作
面临的重大课题。”孙锋告诉记者。小
组成立后，大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村
干部结合，对全村资产、资源、资金进行
全面摸底登记。

“门面房有多少间，多大面积，租给
谁，每年租金多少，全都要有正规合同，
甚至连房屋丈量面积，我们都在现场监
督。”小组成员、63岁的李振龙说。

每月第一个周日是监管小组例会
日，居委会主任通报上个月工作开展情
况及本月重点计划；居委会副主任通报
上个月财物收支情况。组长张小山介
绍，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与会人员充
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由领导集中，
形成一致的意见和建议。

“开会有争论是免不了的，但我们
的目的是督促工作，出谋划策，当好智
囊团，不干涉内政。”张小山笑着说。

集体财产监管小组还把监督的触
角延伸到村级事务管理的各个方面，对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全程
监督。为避免门面房出租过程中出现
猫腻，监管小组成员严把合同关，不合
规的，立即向居委会反映，并督促对方
及时更正。同时督促居委会履行“四议
两公开”制度，搞好民主理财，将经济收
益、重大事项及时公布，认真抓好财经
制度。

事前介入、事中干预、事后晒账，在
监管小组的全过程监督下，居委会与百
姓之间可能引发的“干戈”在无声中化
为“玉帛”。

“我们就是秦谷沱的义工。村里群
众信任我们，我们一定认真履行好村务
监督职责，公开、公平、公正，不但要给
老百姓一个明白，同时，也还村干部一
个清白。”张小山说。

还干部清白 让群众明白

沁阳：“软治理”啃下社区管理“硬骨头”

关 注

清水映照党员心

□本报通讯员 王娟

“岳书记，你不会游泳，我会
游，我下去，你负责在岸上拽绳
子！”

“不行，我下去，这河水太深也
太脏了，你一个人下去我真不放
心！”

“有啥不放心？今天是我预备
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第一天，你就
当是考验考验我！”

8月20日，在温县祥云镇夏庄
村村口的新蟒河边，拎着两件救生
衣的夏庄村党支部书记岳卫兵和
提着绳子的村会计岳正新，你一言
我一语地争起来。

之前，岳卫兵和祥云镇副镇长
张小红在汛期险情巡查时，发现新
蟒河夏庄流域近10米宽的河道内
只见污秽不见涟漪。怎么办？用
钩机清除吧，旁边的小桥年久失
修，怕出现意外。找人工来清淤
吧，对方漫天要价，村里负担不起。

干脆，找来救生衣自己干。就
在岳卫兵和岳正新争着谁下去的
时候，村民岳银华碰上了。性格耿
直朴实的岳银华问清情况后，一把
夺过岳卫兵手里的救生衣，一件递
给岳正新，一件往自己身上披，“这
活儿交给俺俩会游泳的，你就站在

岸上拽绳子。平常都是你给村里
办事，今天也让我表现一回。”说
完，岳银华手持除污的长杆，和岳
正新一起跳进了满是污物的河中。

从9时一直忙到近14时，两人
在散发着恶臭的河水里泡了近5个
小时，清理出水下大量生活垃圾及
各类污秽物。

祥云镇党委书记王世谦下乡
途中听说了这件事，直接带着慰问
品看望刚刚上岸的二人。听说镇
上要给他们发清淤报酬，二人婉言
谢绝。

“俺村的岳支书上任一年多，
不要一分工资，自己的公司都撇
一边，真心实意为村里服务，这样
的好党员好干部俺们都服气，俺
今天出点儿憨力气算啥。”岳银华
快人快语。

“我是村干部，今天是我预备
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第一天，我刚
刚找到当党员的感觉，要是干这点
儿事儿都收钱我咋当党员？”岳正
新也是振振有词。

“你们三个人都是好样的”，王
世谦说，“镇里天天讲‘两学一做’，
你们就是‘两学一做’的好表率，全
镇党员都要向你们学习！”

清清河水映照着大家的笑脸，
阵阵笑声伴随着涟漪荡漾开去……

秦谷沱社区集体财产监管小组成员在一起议事。

信息速递

本报讯（通讯员 姬姣姣）9月
1日起，焦作市所有报建的民用建
筑将全面执行《河南省绿色建筑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技术要点》，建
设规模在20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
小区，要达到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
筑标准。

据介绍，绿色建筑是在建筑的
全寿命期内，最大程度地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为人们
提供健康、适用和高效的使用空
间，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绿色
建筑按星级标准分为一星、二星、
三星。

根据国务院及省政府相关文

件精神，焦作市结合实际情况制订
了《焦作市绿色建筑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指出，自2016年 9月 1
日起，全市所有报建的民用建筑全
面执行《河南省绿色建筑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技术要点》，开展绿色
建筑审查。其中，保障性住房、各
类政府投资的公益性建筑以及单
体建筑面积超过 2万平方米的车
站、宾馆、饭店、商场、写字楼等大
型公共建筑；建设规模在 20万平
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要达到二星
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同时，全
市将继续推进既有建筑的能效提
升工作。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
桦）焦作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
8月16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
步做好宣传学习韩滨同志先进事迹
工作，全面展示焦作旅游服务的良
好形象。

7月 1日，今年34岁的焦作导
游韩滨在带团出行途中遭遇车祸，
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不顾个人
安危，指挥游客安全脱离险境，自己
却献出宝贵的生命。7月11日，省
旅游局发文，追授韩滨同志为河南

省“最美导游”荣誉称号，并向全省
旅游系统发出“向韩滨同志学习的
决定”。

通知指出，通过宣传韩滨同志
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提高城市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并激励全市广大干
部群众以韩滨同志为榜样，立足本
职，敢于担当，勇争一流，为努力打
造创新焦作、富裕焦作、美丽焦作、
平安焦作，为让焦作早日跻身全省

“第一方阵”、在中原崛起中更加出
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展学习韩滨先进事迹活动

焦作向“最美导游”致敬

9月1日起

焦作全面开建绿色建筑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李骏鸣 王璐

8月21日，武陟县圪垱店乡圪垱店
村文化广场上分外热闹，大伙自发组织
的广场舞比赛正在火热进行，队员们随
着欢快的舞曲翩翩起舞，个个笑容满面。

“自打村里有了文化广场，俺们经
常在这跳舞、健身，把周边村的人都吸
引过来了，别提多热闹了。”刚跳完一曲
的村民赵彩玲喜滋滋地说。

赵彩玲口中的村文化广场，是由当
地政府牵头引领，以奖补资金形式支持
建设的文化广场。为解决农村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现状，该县政府牵
头引领，以奖补资金形式每年投入1000
万元，通过结对帮扶、社会力量参与等多
种形式，撬动社会资金4300万元投入到
农村文化工程建设中。截至目前，全县
已建成文化广场227个，文艺演出舞台
101个，绘制文化长廊4.8万平方米。

城乡布点“菜单式”供应

最近，武陟县谢旗营镇陈小段村的
文化管理员李长富又开始走街串巷，收
集群众想听想看的文化节目了，他手里
的小本子记满了各式各样的节目清单，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节目整
理后，点击定制，为群众提供服务。

为满足不同人群对各类形式、各种
内容的文化需求，武陟县健全群众文化
需求反馈机制，充实百姓文化淘宝“线
上”菜单，在县级设立“农民文化超市”
联络服务总站，在乡级设立“农民文化
超市”联络服务站，在村级设立“农民文
化超市”联络服务点，整合全县相关单
位资源，根据群众对广场舞、书法、美术
等培训的集中“需求”，进行文化配送。

同时，通过网络平台、热线电话、手

机短信，乡村两级文化专干和管理人员
走访座谈、调查问卷，多渠道全方位收
集群众文化需求订单，整合“文化信息
资源共享工程”“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
育”“红色网络家园”“科技网络村村通
工程”“广播村村通”等基层网络资源，
探索运行掌上武陟、武陟网络群、武陟
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文化主题微
信公众号，方便群众通过文化服务菜单
功能“选文化”和“淘文化”。

“街里群众想学广场舞，俺就把这
想法传到‘文化超市’点菜栏里，没想到
很快舞蹈老师就来了，结合大家需求编
排舞蹈教大家跳，这‘文化超市’可真方
便。”该县木城办事处胜利街文化管理
员程明利说起“农民文化超市”，满脸的
欣喜。

“如果想找老师、专家来村里培训、
教练舞蹈，或者邀请县剧团进村演哪出
戏，只需在页面下方的报名表中提交相
应信息，后台管理员就会根据群众需求
及时作出安排并在预告栏里公布，相关
的演出培训团体也会按照‘订单’要求进
村服务。”该县文化局局长成东升介绍。

此外，武陟县还组织体育、科技、农
业、劳动、团委、妇联等部门在百姓文化
超市网站“便民服务”栏目中增加政策
咨询、科技培训、种植养殖技术讲座、就

业岗位信息发布等内容。目前，他们已
举办阳光雨露农业养殖科技培训 11
期，培训农民423人。

需求导向“多样式”服务

这几天，龙泉街道荆辛庄村文化中
心负责人荆根顿高兴坏了。“‘农民文化
超市’不仅免费，而且戏曲、歌舞、电影
啥都有，俺们按自己喜好进行挑选。”荆
根顿喜滋滋地说，“前两天县剧团来俺
村演的《陈平打朝》，就是俺们在‘农民
文化超市’上点的。”

这只是该县文化配送按“需”供给
的一个缩影，“农民文化超市”主要服务
内容包括文化演出、图书报刊、公益电
影、文化培训、文化志愿等诸多方面，根
据网上文化订单情况，开展文化服务配
送，精准实施百姓文化“线上”点单“线
下”配送。

同时，“文化超市”根据实际需要，
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和形式，综合运用阵
地服务、流动服务、数字服务等多种形
式，组织协调相关成员单位，积极开展
理论宣讲、道德实践、科技培训、体育健
身、舞台艺术送农民等文化配送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农村群众文化生活。

“线下”服务不仅把文化活动送到
田间地头，还注重培养文化骨干，定期
开展乡村两级文化队伍培训，编排具有
农村特色的文艺节目，催生了一大批农
村特色群众文化团体。例如，乔庙乡冯
丈村的东路怀邦展演、圪垱店乡大城村
的农民书画展、木城办事处西街的舞狮
表演……全县目前已拥有各类文化活
动小组 1020个，常年参加文化活动的
农民群众达10余万人。

今年以来，该县已开展戏剧配送
139场、送电影下乡2010场、百姓宣讲
直通车演出 12场；利用春节、五一、十
一等重大节日，开展广场舞大赛、戏迷
擂台赛、盘鼓大赛、民间文艺汇演、书画
摄影作品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
示等活动 350余场；举办科技培训、农
技推广、卫生下乡、法制宣传、青年创业
等各类培训 55场；开展道德讲堂活动
485场。

“‘农民文化超市’让群众由被动接
受到根据需求‘点’文化产品，极大地满
足了群众的文化需求。”成东升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编制好‘文化套餐总菜单’、登记受理好
群众‘文化订单’、开展好文化产品和文
化服务配送，让更多、更丰富的文化内
容与老百姓见面。”

“线上”文化产品丰富 “线下”文化服务便民

武陟实施基层文化供给侧改革

首创农民文化淘宝网“武陟农

民文化超市”，增加优质文化产品

服务供给，“线上”文化产品丰富多

样，“线下”文化服务贴心便民……

且看新常态下，武陟如何通过

基层文化领域精准实施供给侧改

革，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

公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文化需要。

核心提示

2015年6月28日，武陟县龙源办事处西仲许村民在排练广场舞。

近日，博爱县供电公司为该县柏山镇倒槐树村新增100千伏安变压
器一台，彻底解决该村低电压问题，确保村民安全可靠用电。图为施工人
员正抓紧施工确保早日供电。 孙亚 摄

农网改造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