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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美丽三月,春意盎然，生机勃勃。
3月 11日，在平顶山新华区长青路阳

光花苑小区门口的显要位置，“撒欢猪包子
铺阳光店”正在装修，“优先录用平煤神马
转岗职工”的招牌前面围了不少求职者。
再过半个月，撒欢猪包子铺在平顶山的第
13家连锁店就要开业了。

撒欢猪包子铺创始人关付学介绍，今
年，他还要在平顶山和郑州各开 10 家分
店，在许昌新开5家分店，打造以平顶山为
依托，以郑州为中心，向许昌、洛阳等地辐
射的百家撒欢猪包子铺连锁店，计划年底
实现年产值超2亿元，并为平煤神马集团转
岗职工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中专毕业的关付学，是河南撒欢猪包
子铺餐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市世
安监控防盗报警服务有限公司、襄城县天
安原生态养殖农场3家企业的创始人。15
年前，他主动放弃了别人眼中的“铁饭碗”，
从煤海转入商海，凭着坚毅执着、诚信实干
的精神，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靠拼搏 成就梦想 ▋
观念一转天地宽。1992年，关付学从

郑州煤炭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平
顶山矿务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前身）建材
厂，后调到十三矿。

1998年，煤矿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生产举步维艰。也就在那时，他有了自主
创业的想法，想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由于懂一些电脑技术，关付学先注册
了“平顶山市世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
开始是干一些修电脑、卖电脑配件的小生
意，随着多年经验的积累，慢慢进入了电子
监控领域，设计和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成了
公司后来的主要业务。

最让他骄傲的是，2005年他做的平顶
山市核心区域的高清视频监控系统，这是建
市以来第一套安装在城市大街上的治安视
频监控系统，被作为样板工程在全市推广，
省、市多家媒体对此争相报道。随后，为配
合政法系统打击“两抢一盗”违法犯罪，他又
拓展了与电子监控配套的保安服务业务,专
门为居民家庭和临街商铺提供保安服务。
由于社会效果明显，2014年公司被市委市
政府授予“平安城市建设先进单位”称号，而
他本人也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章”。

▋依良心 赢得市场 ▋
做电子技术十多年，关付学靠勤劳和

毅力积累了一些资金。近年来，食品安全
愈发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付学认为，
在人们日益渴望食品安全的时候，只有讲
良心的人，才能做食品；只有做良心食品，
才会有市场。

生产自己的良心食品，是关付学的初

心。经过考察，关付学从西藏引进了藏香
猪及养殖技术，在老家襄城县投资兴办了
集养殖、种植、原料加工于一体的生态农业
基地——天安原生态养殖农场，并给自己
的猪注册了一个名字——撒欢猪。

3月10日，记者来到农场时，首先映入
眼帘的便是一排排整齐的猪舍和一处处大
型的果园运动场。撒欢猪”三五成群，有的
伴着优美的音乐悠闲地踱着步；有的在嬉戏
追逐争吃白菜；有的在太阳地里打着盹儿。

这是一条科学绿色有机循环生态链。
关付学说：“农场有1000多亩地，500亩做
种植，500亩做养殖。种植的小麦、玉米、大
豆全部用来饲养生猪，生猪的粪便再用来
给土地施肥。而农场里的生猪必须保证散
养够一年才出栏：吃的是无喷洒农药、无施
用化肥的粮食和生物发酵的青秸秧；喝的
是深井甘甜的生物泉水；听的是优美的音
乐；防病用的是自己种的板蓝根等中草
药。”

在“绿色”环境下出栏的撒欢猪，肉质
细密，味道醇香，一经投放市场就受到了客
户的青睐，并成为国家权威认证中心认证
的“有机产品”。关付学用实践在平顶山倡
导着“有机食品”理念，引领着“有机农业
闭环式发展”模式。

正值农场生意风生水起时，2013年，受
经济下行影响，原本卖68元一斤的藏香猪
突然卖不出去了，而农场里将近1500头藏
香猪每天要吃掉近 5000公斤粮食。关付
学每天净赔1万元左右。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为了减少农场

的库存，他曾用生猪肉换过白酒、洗衣粉、
服装和各种小家电。“尽管我想尽了办法，
从 2013 年到 2014 年，还是亏损了 300多
万元。”

经过几番思考和讨论，关付学和他的
创业伙伴决定延长产业链条，以寻求农场
的发展。他们南下北上，考察学习，最终确
立了“发展生态包子连锁店，实现天安农场
大发展”的战略。2014年 12月 8日，第一
家撒欢猪包子铺在平顶山市优越路开业。

自开业第一天起，他们就许下“百万举
报承诺”：用“有机猪肉和非转基因油”做包
子，如果消费者发现一次在用料上弄虚作
假，就给予最高100万元、最低10万元的赔
偿。关付学还特意邀请了平顶山 20多家
知名大企业负责人为其签字担保。

撒欢猪包子铺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平
顶山的主要地段。每天光顾铺面的顾客近
万人次，买包子的顾客从店内排到了大街
上。去年，河南民航食品有限公司经过认
真考察和严格检验检疫后，决定将天安原
生态养殖农场出产的撒欢猪作为该公司猪
肉食材专供食品，撒欢猪成了名扬四海的
航空食品。

▋用感恩 做大做强 ▋
关付学在困境中闯出了一条新路，不

仅实现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用另一种
形式回报和奉献社会。

在平顶山已经开业的 12家撒欢猪包
子铺连锁店里，有72名员工来自平煤神马

集团的转岗职工，而今年的“百家连锁店”
计划，可再为集团职工提供 360个就业岗
位。关付学说：“人生在世，得学会感恩。
没有集团的最初栽培，就不会有我今天的
成绩。现在集团正处在去产能促转型的关
键时期，助企业减负、帮职工创业，我们义
不容辞。”

“公司有着美好的前景，五年内奋力做
成在创业板上市的生态农业公司；公司有
着良好的产品品质，有机无公害；公司有着
优厚的待遇，店长收入不比地面单位科级
干部低；公司还有着强大的‘正能量文化’，
灵活的晋升机制。”2月 24日，关付学在平
煤神马集团公司转岗安置经验交流会上的
发言,让转岗职工信心大增、跃跃欲试。

2015年年底，八矿转岗职工马丽加入
了撒欢猪包子铺的大家庭。由于踏实肯
干，从收银员到店长助理，从店长到两家店
铺的股东，短短一年多的华丽转身，马丽想
都不敢想：“我现在月收入万元左右，而且
被撒欢猪公司推荐到市总工会受表彰。在
这里工作创业有奔头！”

“一人富不算富，先富带后富，让和我
一起创业的兄弟姐妹们都富起来，并且过
上有尊严的生活，才是我带着大家一起创
业的初衷。”关付学说。

商海磨砺、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执着
前行。经过无数次的洗礼，关付学用良心
扛起了做健康包子的大旗。他同样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带动更多的待岗、
转岗职工自主创业致富，实现更加富足快
乐的小康梦想。15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老陈啊，俺得好好
感谢您！不到1个月，您就把俺和侄子间的宅基地纠纷解
决了。”3月 10日，年已75岁的郝小三跑到郏县白庙乡
政府院内的社会法庭，对“庭长”陈尚敏连连感谢道。

这是白庙乡创新乡镇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白庙乡通过创新群众诉求调处机制、创新社会治安防范
手段、创新干部队伍管理举措等手段，推动白庙乡步入和谐
平安清正新常态。

创新群众诉求调处机制建设和谐白庙。乡党委、政府
从全乡筛选出6名德高望重、阅历丰富、公道正派的退休
干部任命白庙乡社会法庭的“法官”。同时，为构建“横到
边、竖到底”的矛盾排查调处网络，从全乡24个行政村各
选聘一名群众作为村级调解员，负责本村不稳定因素排查
及化解工作。

创新社会治安防范手段建设平安白庙。乡党委、政府
着力打造人防+物防+技防“三防”工程，构建全方位社会
治安防控网络。组建乡治安巡逻队和村级治安巡逻队，协
同派出所民警对辖区进行24小时治安巡逻；安装高清晰
摄像头，在中心社区设立警务室，对重点部位、乡村出入道
口进行实时监控。去年，该乡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6起，破
获16起，实现了安全生产事故为“零”的好成绩。

创新干部队伍管理举措打造风清气正新白庙。乡党
委以“干部讲堂”活动和“民情日记”为载体，在全乡营造务
实重干、风清气正的良好干事创业氛围。每位乡机关干部
每月需要围绕县乡工作重点轮流进行讲课；同时还要求干
部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活动，把群众最关心的热
点、难点问题，以“民情日志”的形式真实记录。

“过去是机关走走形式多，村里跑跑啥没说，从早到晚
白忙活，要问效果不好说。如今是走到机关人忙碌，服务
群众联系多，起早贪黑务实干，风清气正成绩多。”谈及去
年以来机关干部作风建设带来的新变化，乡机关干部徐小
强深有感触地说。15

郏县白庙

“三创”创出
和谐平安清正新常态

一场持续33年的绿色接力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通讯员 李修乐)“有
了这个实施办法，今后咱们就能甩开膀子干工作，不需要再
缩手缩脚了！”3月14日，在学习了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
室联合下发的《关于建立容错纠错免责机制支持党员干部
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试行）》后，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党
委书记李俊峰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热情，营
造鼓励和支持党员干部改革创新、敢于担当的良好环境，今
年2月份，平顶山市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容错纠错免责机
制支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实施办法（试行）》，对党员干部
在干事创业尤其是改革创新中出现失误者，将依据情况给
予免责或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分。这一机制的出台，为全
市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吃上了“定心丸”。

“当前，平顶山市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需要勇于担当、勇于负责、勇于创新的干部队伍，因此，
要允许出错，宽容工作探索中的失误，以此保护和调动干
部的积极性，营造宽容、和谐的干事创业环境。”平顶山市
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建民表示。

据介绍，对单位和个人实行容错免责，要严格落实中央
提出的“三个区分开来”，同时具备“符合中央大政方针和
省、市决策部署精神”“严格执行集体研究讨论和民主决策
程序”“没有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和恶劣影响”等六个条件。

“要牢牢把握政策规定，防止容错纠错成为失职渎职者的
‘挡箭牌’。”李建民说。

平顶山市纪委常务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刘颖告诉记
者，实行容错免责将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单位和个人在被
告知问责程序启动后七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提
出容错免责申请，由其所在单位党组织研究后，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向问责机关或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准确核实后形
成调查报告，并在结果认定后，报同级党委（党组）备案。

同时，问责机关或部门在问责调查过程中发现单位和
个人存在容错免责情形的，可以主动核实，经问责机关或
部门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做出认定。经认定予以容错免
责的单位和个人，且无须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年度考核、
提拔使用、职级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等均不受影响。

此外，《实施办法》还规定，对已经出现失误和错误的
单位和个人，要根据其主动自查自纠、组织纠错整改情况，
进行区别对待处理。对干事创业中工作出现失误或受到
信访举报的单位和个人，还要完善保护澄清机制，消除思
想顾虑，减少负面影响，激发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15

河南省平顶山市出台容错免责机制

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吃上“定心丸”

15年前，怀揣着创业的激情和梦想，他勇敢地从煤矿走出来；15年后，他在拼搏中闯出自己的一方天地，成为3家企业的创始人，而且带动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转岗职工共同创业致富，实现了从煤矿职工到集团自主创业带头人的华丽蜕变。

关付学：创业书写别样精彩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王文静

3月 12日中午11点多，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二矿绿化队队长焦平德忙完手头的活
儿后，顾不上吃饭，叫上该队副队长王策、
绿化班班长孙跃华等人赶往许昌进树苗。
买完树苗后，每个人买了一个豆腐夹馍匆
忙往矿上赶。

焦平德说：“明年，为矿山守绿的使命要交
给他们这些年轻人了。”作为二矿第三代守绿

人，焦平德虽对矿山心有不舍，但坚信第四代
守绿人会比他做得更好。

随着环保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二矿越
来越多职工加入绿化矿山的队伍中。特别
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的
理念后，作为资源型企业的二矿更是坚定
了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的绿色文明发展
之路，大力鼓励职工参与改善、维护矿区生
态环境。

绿化队党支部书记杨保平是半路出家
的第三代守绿人。从绿化行业的门外汉到
现在的行家里手，他可没少下功夫：每天走
一遍矿上绿植覆盖的区域，上网搜索并记
录植物的习性，到书店里淘绿化书籍，不断
向前辈学习绿化经验……如今的他对矿区
所种植物如数家珍，也能给它们“诊病开
方”了。

同样身为第三代守绿人，绿化队职工
张梦超的责任田是二矿“绿色名片”——感
恩山。这座由96.56万吨矸石堆积而成、占
地27377平方米的感恩山，成形于33年前，
并先后经过两次大规模改造。

3月12日早上7点半，他照例带好一天
的干粮，攀上241级台阶，到达垂直高度为
43.9米的值班室。他要在这里待上一天一
夜，等明天这个时候工友来接班。

尽管一间房、一张床、一杯茶的生活颇
为单调，张梦超还是坚持了16年。在他看
来，这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接过了一份光
荣的使命——为矿山守绿。

比起他们，前两代守绿人的经历更苦，
处境更艰难。虽说那时他们守护的绿色

“阵地”只有感恩山，但常言道，万事开头
难。

上世纪80年代初，感恩山还是光秃秃
的矸石山，山顶经常冒着黑烟，散发出呛鼻
的味道。每每起风，煤和风化后的矸石就
肆意飘散，附近的人不敢穿白衣服，矿院职
工和矿外住户不敢开窗。市环保部门的工
作人员多次找矿党政领导谈话。

这么大体量的矸石山，移到哪里呢？作
为平顶山第一座矿井，没有任何经验的二矿
开始探索治理矸石山的路径。

查资料、找专家、借经验，二矿党政领
导思索着：植树造林是不是能吸烟滞尘、涵
养水源、固土防沙、美化环境？1982年，该
矿党政领导建议团委组织团员尝试着在矸
石山东坡下面种树。经过两年反复试验，
有了些许的成效。

1984年，二矿对矸石山进行画线分区，
发动全矿干部职工对整座矸石山进行绿
化。为了提高树苗成活率，他们背土上山；
种下后，还经常去浇水、修剪枝叶。

苦心人天不负。1989年的春天，二矿
矸石山已经绿树满山，成为全国第一个绿
化成功的矸石山,矸石山之患迎刃而解。

1990年，二矿成立了专门负责矸石山
绿化工作的服务三队，该队工会主席胡茂泉
正式接过守护这张“绿色名片”的使命，每天
带着工友巡山、浇水、守绿。

如今, 感恩山上有马尾松、刺槐、女贞
等树种6万多棵，并设置有凉亭、观景台、怡
心园等休闲设施，已成为职工家属休息娱
乐的首选地，昔日的矸石山变成了如今的
花果山。

第三代守绿人的带领人焦平德，就是
胡茂泉的学生。焦平德从胡茂泉手里接过
守绿的“衣钵”，也继承了守绿人勤劳勇敢、
坚毅刚强、永不放弃的精神，并且这种精神
将继续传承，这场绿色接力将继续进行，绿
色发展的理念也将因山永续。15

近日气温回升，宝丰县闹店镇浅山丘的油菜花已经盛
开，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图为一对新人在宝丰县闹店
镇油菜花田里拍摄婚纱照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天安农场种植基地（资料图)

绿树成荫的感恩山绿树成荫的感恩山 尤嘉鑫尤嘉鑫 摄摄

花瓣漫飞的感恩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