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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3月 27日，记
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该厅下发通知，要求
社会组织成立登记时必须同步开展党
建工作。同时，各级民政部门要积极探
索在年度检查、抽查审计、第三方评估等
监管手段中督促社会组织加强党建工
作，今年全省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达
60%，党的工作覆盖率达100%。

通知要求，申请成立社会组织，在
提交成立登记文件时应同时向登记管
理机关提交《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
书》。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社会组织登
记后、社会组织申领登记证书前，由社
会组织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社会组
织党员情况调查表》。社会组织登记

后 5个工作日内，社会组织发起人应
持登记机关成立登记批准文件和“承
诺书”“调查表”分别转交相关党建工
作机构，由其指导社会组织建立党的
基层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

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张新志介绍，属于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
和民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
组织，依托同级组织部门、民政部门建立
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成立基层党
组织；双重管理的社会组织，依托业务主
管单位党建工作机构建立基层党组织。

去年以来，我省社会组织管理制
度改革有序推进，目前全省已登记的
社会组织达28026个。③7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由于外出
务工人员增多，农村劳动力短缺现象
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
2015年开始，省供销社开始大力推广
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土地托管服务模式。

3月27日，记者从省供销社获悉，
目前，洛阳市供销社的土地托管工作
进展顺利，今年有望新增托管面积30
万亩，总托管面积将突破100万亩，减
少农民直接种粮成本8000万元以上。

据悉，洛阳、新乡、驻马店是省供销
社确定的供销系统3个综合改革市，洛
阳市在土地托管方面先行先试。从
2015年起，洛阳市财政每年扶持 100
万元，对社会化服务工作进行奖补。洛
阳市社供销社发挥基层社、农民合作社

的带动作用，发展土地托管中心、农业
服务大院、托管服务队等市场化运营
主体，积极开展代种代收、配方施肥、
农产品购销、农资直供、病虫害统防统
治，秸秆综合利用、粮食烘干、技术培
训等服务，并制定了服务标准和优惠
措施。截至目前，洛阳市供销社已成
立土地托管中心24个，与4万余户农
民签订了土地托管服务协议。

下一步，洛阳市供销社将继续丰
富托管形式，建设、提升生产服务中
心，为托管服务提供基础设施。生产
服务中心自主或联合购进植保飞机、
收割和栽种设备，在农机需求较大的
区域尝试开展农机融资租赁，以提升
农业生产装备水平。③7

本报讯（记者 吴烨）3月 29日，记
者从三门峡市文明办获悉，三门峡将
为道德模范发放生活补助金。

据了解，该补助金发放对象为三
门峡市历届全国、河南省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获得者和三门峡市道德模范，
发放标准为：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
获得者每人每月 300元、河南省道德
模范和提名奖获得者每人每月 200
元、三门峡市道德模范每人每月 100
元。道德模范生活补助金从市财政专
项经费支出。

对生活特别困难的道德模范，该市

由市财政另外给予每人每年5000元帮
扶慰问金。对有就业创业能力、尚未就
业生活困难的道德模范，相关单位和部
门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和帮扶。符合城
乡低保或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生活困难
的道德模范，由所在县（市）区民政部门
按规定程序优先办理。

自2007年开始，三门峡市共评选
表彰 9届道德模范，评出三门峡市道
德模范123人、三门峡好人246人，并
推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1人、河南
省道德模范 3人，荣登“中国好人榜”
42人、“河南好人榜”18人。③4

本报讯（记者 曾昭阳 通讯员 宋
超喜）3月 25日，新蔡县砖店镇周寺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的文化大舞台上，
由村民自编自演的戏曲、广场舞等节
目轮番上演，舞台下观众的笑声、掌
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异常。

“自从俺村建了文化服务中心，每
天俺都会来这里唱唱歌、跳跳舞，这日
子过得真叫个美！”刚表演完广场舞的
村民王敏跟记者搭话时掩饰不住自己
的高兴劲儿。

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喜介绍，周
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占地 8000平
方米，拥有文化大舞台、农家书屋、娱
乐室、农技咨询室和调频广播设备、大
屏幕彩电、音响播放设备等硬件配套
设施，有图书8000余册、光碟1600余
盘。据了解，像周寺村一样，新蔡县目
前已有9个村受益于百县万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

为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实施
农村文化扶贫工程，去年以来，新蔡县
以示范点建设为抓手，统筹工程建设、

使用、管理等各环节工作，高标准推进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记
者在采访中看到，该县每个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都建有活动广场、大舞台、
文化活动室、篮球场、农家书屋等。利
用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这一平台，该
县力求补齐农村文化短板，定期开展
巡回送戏下乡、图书进农家、乡村广场
舞比赛等活动，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
能尽享文化大餐。同时依托村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探索农民就业增收新途
径，相继办起刺绣、缝纫等实用技能培
训班，让留守妇女既能照顾家庭又能
就业创收。记者欣喜地看到，村民们
有的学起了舞蹈、有的拿起了书本、有
的舞弄起了笔墨，新风扑面而来。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既是文
化工程，更是扶贫工程、民心工程，我
们将确保工程硬件高标准、软件高达
标，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大力改善文化
民生，有效满足农民朋友求乐、求知、
求富愿望，助力脱贫致富奔小康。”新
蔡县委宣传部长李振南说。③5

社会组织成立
须同步开展党建工作

□本报记者 胡心洁 本报通讯员 王亮

新乡是个道德模范层出不穷的地
方：从史来贺到吴金印，从张荣锁到范
海涛……

新乡市所属的原阳县，就有一位
这样的道德模范：所带领的学校，成为
该市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基地，他成为
道德模范的宣讲人，受邀到许多学校
宣讲“德育”。

3月 29日，记者慕名来到位于黄
河滩区的原阳县靳堂乡第二初级中
学，见到了刚刚获评该市第五届道德
模范的校长夏江。

和绝大多数学校一样，这所学校
有自己的校训、教风和学风，它的校歌
有自己的风格：我们爱家乡，就像鲤鱼
恋着黄河波浪；我们爱校园，就像鸟儿
恋着白云蓝天；我们爱祖国，就像松柏
恋着巍峨高山。

和绝大多数学校不一样，这所学
校每一个角落都建成了育人基地：进

校门左转是面“英雄墙”，描绘着杨靖
宇、董存瑞、黄继光的英雄事迹；教学
楼上、食堂宿舍、校园围墙，悬挂着尊
老礼仪、尊师礼仪的宣传画；连厕所的
墙上，都建成了中华传统文化长廊。

这所乡村中学简单而整洁：一座
两层的教学楼，8个班级350名学生，
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班级精神，如七
年级（2）班的班级精神是：团结拼搏、
超越自我。

集体备课的教师，办公桌上树立着
桌牌，书写着教师宣言。数学老师李凌
静的宣言是：像爱家一样爱学校，像爱孩
子一样爱学生，像爱生命一样爱工作。

每位学生的作业本扉页上，都写
着自己的格言，七年级（2）班毛贻莹的
格言是：把阳光带给别人的人，自己的
生命里也充满阳光。

校长夏江无论到哪里，胸前都别
着一枚校徽：一条弯弯的黄河，一本打
开的书本，一轮喷薄而出的太阳。其
中的寓意不言而喻。

位于黄河北岸的靳堂乡第二中
学，距离黄河大堤 3公里。据同行的
原阳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靳堂乡方
圆十几里就这一所中学。2015年之
前，因教学设施简陋、生源流失，全校
学生不到 200名，到了濒临倒闭的边
缘。县教育局把原在乡小学当校长的
夏江派到了这里。

临危受命的夏江说，孩子们的心
灵是一片净土，不长庄稼就长草，一定
要用健康向上的思想去浇灌。

为了对学生进行励志教育，上个
学期考试完毕，夏江带领全校师生，在
黄河滩区进行5公里徒步走。漫天黄
沙里，每位师生只准带水杯，不让带任
何零食。筋疲力尽的学生回到学校，
把饭菜吃个精光，昔日娇惯的孩子们，

从此再也不挑食了。
靳堂乡二中有26名教师，最缺的

是体音美专业教师，都是班主任兼任
体音美课程。54岁的周晓乐老师，是
九年级（2）班的班主任，他说，体育课
就是领着学生做游戏，音乐课是用多
媒体播放歌曲，美术课干脆就是上自
习。得知这一情况，新乡市的志愿者
利用周六和周日，坐车几十公里来到
学校，免费给爱好音乐的学生们上课。

春天来了，滩区的校园黄沙弥漫。
夏江说起了他的心愿：今年暑假前，把
校园路面全部硬化，黄土覆盖的体育
场，周边做成塑胶跑道，中间做成草坪；
明年大学生毕业季，招收3名体音美教
师。“除了德育，我们不想让孩子们缺失
美育。”告别之际，夏江告诉记者。③4

用健康向上的思想去浇灌孩子们的心灵

一所滩区学校的“德育”

□本报记者 李铮 本报通讯员 王娟

3月 27日下午，三入火海救人英雄
王锋的妻子潘品在家中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来自新疆哈密的焦裕禄
式的好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王锋
和阿布列林同是2016年度“感动中国”
十大人物，阿布列林被王锋的事迹所感
动，这次特意赶到潘品家中，看望慰问
英雄的家人。

走进潘品家，阿布列林激动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复，他对潘品说：“你是英雄的
媳妇，我来看你了。”他拿出准备已久的花
帽和艾提来斯围巾给潘品戴上，“在新疆，
花帽和艾提来斯都是送给最好的客人，今
后你便是我们新疆最尊贵的客人了。”

谈到英雄王锋，阿布列林十分动
情：“我先后两次在电视上看到王锋的
事迹，每次都流下了泪水。王锋3次冲
入火场救人，自己却几乎被烧成‘炭
人’，他是河南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新时
代的楷模，是我们各民族学习的楷模。”

不久前，阿布列林到郑州住院，身体略
有好转，便提出要到潘品家，看看英雄
的家人现在生活如何，是否需要帮助。
阿布列林带来了哈密的红枣和核桃，更
带来了新疆人民的一片深情。

对于阿布列林，潘品也不陌生。在
2016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颁奖的
舞台上，他们先后登台领奖。潘品还向
女儿讲述了阿布列林工作46年来勤勤
恳恳，坚持依法办案，维护民族团结的
事迹。潘品的女儿把这些故事讲给同
学，同学们听后都竖起了大拇指。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我们要像
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像爱护自
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以后你
们就把我当成遥远的新疆亲戚，有困难
一定跟我联系。”临走前，阿布列林仍不
忘叮嘱潘品。阿布列林的话同样让潘
品动容，她说：“你的到来，让我感受到
几千里以外的温暖。一直以来，社会各
界的关爱都给了我坚强的力量和走下
去的勇气。”③3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尹沅沅

记者 3月 28 日在河南省立眼科
医院采访时了解到，近期来院就诊的
青光眼患者增多，而且一些患者直到
被确诊还对这种眼病不知所措。为
此，河南省立眼科医院举行了大型义
诊活动，专家借此提醒，要警惕青光眼
这个“隐形视力杀手”。

全球第二位的致盲性眼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

大约有 7000 万青光眼患者，预计
2020年将达到 8000万，而中国的青
光眼患者将达到2200万。

“青光眼是眼内压间断或持续升高
的一种眼病，致病原因多样，往往伴有
因眼压增高导致眼球各部分组织和视
神经受到损伤，如不及时治疗，就会导
致失明。”省立眼科医院青光眼中心主
任李海军说，“青光眼已被世卫组织列
为仅次于白内障的第二大致盲性眼病，
但由于发病的隐匿性，很多人并不知道
自己已患上或正在走近这种疾病。”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有一半青光
眼患者事先不知道自己患有青光眼，
发展中国家中这一数字为90%以上。

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采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来院咨询

问诊的患者都认为“老年人才是青光
眼的高危人群”。对此，省立眼科医院
的专家们一致表示：“随着手机、电脑
等电子设备的普及，青光眼早已不是
老年人的‘专利’。”

“在黑暗的环境下看闪亮的荧屏，
对眼睛本身就是种伤害，而透过3D眼
镜观影，眼睛聚焦点不断变化，致使瞳
孔扩大、眼压升高，长期下来就会诱发
青光眼。”李海军介绍，青光眼分为原
发性、继发性、先天性三大类。原发性
青光眼正在侵扰多数过度劳累、阅读
时间久、看电影电视时间长、情绪波动
大的年轻人，其对眼睛的危害远超近
视。

继发性青光眼，大多因全身或眼
部其他疾病引起，常见的诱发因素有
激素性、外伤性、新生血管性、晶体源
性及各类眼部手术。先天性青光眼往

往伴有眼部发育异常，其中青少年型
的先天性青光眼最容易被忽略，部分
人群会误认为是近视而延误治疗。

五类人群需谨防原发性青光眼

青光眼具有隐匿性和较大的危害
性，李海军提醒，近视度数在600度以
上的高度近视者、有家族青光眼病史
者、糖尿病及高血压人群、远视患者人
群以及 40岁以上人群等这五大类人
群要谨防原发性青光眼。

如何及早发现这个“隐形视力杀
手”？专家支招儿，最简便的办法是定
期关注眼压。“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
要定期到医院就诊；对于普通人群来
说，不要长期盯着电脑、手机等屏幕，
感觉眼部不适或酸疼要及时就诊。”李
海军强调。③6

青光眼，需警惕的“隐形视力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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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洛阳市土地托管面积
有望破百万亩

三门峡为道德模范
发放生活补助金

新蔡：农村树正气 新风扑面来

英雄对英雄的致敬

图/王伟宾

▶3月 26日，游客在花海中拍
照，留住美好瞬间。三月漯河的田
园美景令人陶醉，吸引众多游客踏
青休闲。⑨6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基层工作加强年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 通讯员 陆
诗秦 季楠）3月 28日，记者从省工商
局获悉，该局近期对全省成品油质量
监管情况进行了督察，发现部分加油
站存在销售台账不健全、票据混乱、
证照不全、加盟挂靠站点疏于管理、
油品标识不统一、进货渠道管控不严
等问题。

针对督察中发现的问题，省工商
局联合省商务厅、省质检院、省成品油
流通协会，对11家省内大型供油企业
代表进行了约谈，通报当前成品油市

场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要求相关企业
强化主体责任，诚信守法经营，自觉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省工商局相关负
责人强调，各企业要从进货、运输、库
存、销售、质量管理各个环节自查自
纠，对照通报的问题，及时整改。省工
商局已经建成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并对接“全国一张网”，通过公示系
统，企业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处罚情
况将计入企业信用档案，依法向社会
公布。对于少数违法企业，将坚决予
以严惩，发挥联合惩戒机制作用。③7

省工商局约谈成品油经营企业

记者 察观

▲春日，万物复苏，人们走出家
门，来到户外赏春。图为3月27日
游客在扶沟县田间放飞风筝。⑨6
黄金峰 谷志方 摄

田园风光惹人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