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归欣 赵文心
本报通讯员 李炳辉 张珂

4月9日，宜阳县盐镇乡李寨村村
民潘红旗儿子大婚。喜气洋洋的农家
小院里，几个佩戴党徽的人忙前忙后，
很是醒目。

“这是俺村的党员服务队。”老潘
笑着告诉记者，多亏有了他们，这桩喜
事办得既热闹，又不铺张。

从调解邻里纠纷到操持红白喜
事，从帮助打扫卫生到指导大棚种植，
事无巨细，哪里群众有需要，哪里就有
戴着党徽的党员服务队。

为啥要建党员服务队？“前几年，
一些村子‘群众找不到党员，党员不知
道自己干啥’，有些因病致贫的群众宁
可烧香拜佛都不往党员干部身边凑。
这咋行？”盐镇乡党委书记仝战军解释
说，“群众心里不长苗就长草，抓啥工
作不如先抓党建。”

去年年初开始，该乡从36个村党
支部中，挑选“优秀党员”300余名，成
立党员服务队为群众服务。一年多
来，办实事、办好事的党员服务队受到
了群众拥护。记者在走访中，也深切
体会到了他们刷出的“存在感”——

脱贫攻坚先锋队。在该乡沙沟
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六李”七星养
殖合作社：6个李姓贫困户利用贴息
贷款 20万元，办起了养牛场，“抱团”
奔富路。合作社发起人李海森告诉记
者，他们 6 户要么没资金，要么缺劳
力，没有村里党员服务队的帮助，想办
起这个养牛场，难上加难。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该乡各个党员服务队“冲
锋在前”，除了积极参加光伏发电、特
色种养殖等扶贫项目外，在家的、有帮
扶能力的党员至少带动一个贫困户；
外出工作的流动党员，至少提供一条
有用的就业或致富信息。北召村贫困
户孙万存说，服务队让他有了脱贫的

“主心骨”。
整治环境示范员。记者来到柏社

村，党员服务队队长、村党支部委员王
润子正带着几个队员和村民，清扫村
里的水泥路。在上个月的全乡卫生评
比中，柏社村拿了个片区第一名，村民
们都说，这是党员服务队的功劳。王
润子告诉记者，乡里搞评比，先看党员
服务队员家啥样，如果不行，一票否
决。党员一带头，群众跟着干，很快村
容村貌就变了样。

文明建设吹鼓手。在中峪村、沙
沟村走访时，记者还看到，不少村民
把曾经落满了灰的锣鼓、高跷拿了出
来，扭起了秧歌，跳起了舞。一问才
知道，这是在准备今年五一的全乡

“文艺汇演”。仝战军说，光让群众富
起来不行，还得让大家农闲的时候有
事干。于是乡里让党员服务队出面，
把群众组织起来热闹热闹。“本来准
备组织 20 个村参演，谁知道一报名
来了 31 个村！”此外，各村党员服务
队还响应上级移风易俗号召，自觉到

“红白喜事理事会”兼职，主动帮忙操
持村民的红白喜事，让他们既少花
钱，还不丢“面子”。

现在，盐镇乡党群关系走近了，村
子内外变美了，脱贫脚步变快了。党
员服务队在群众心里拔了草，种了
苗。中峪村63岁的老党员张天来说，
他“感觉又找到组织了”，干活更有劲
儿了。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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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打造“山水
林田湖”生命共同体，实现经济、社会、
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全面查清地表
自然资源国情“家底”至关重要。4月
11日，在郑州举行的河南省第一次全
国地理国情普查项目验收会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王家耀等专家宣布该项目
通过验收，标志着我省首次摸清地理
国情“家底”，绘就了地理国情图。

此次历时三年的普查，首次全面
摸清了全省国土范围内的地理国情信
息，取得全省首个地表覆盖数据库、地
理要素数据库、正射影像数据库、地形
地貌数据库以及地图集等系列成果。

打开这幅高精度的地理国情图，
山水林田湖的面积、数量、空间分布一
目了然。普查精确获取了种植土地、
林草覆盖、房屋建筑区、道路、构筑物、
人工堆掘地、荒漠与裸露地、水域、地

理单元、地形等10个一级分类，水田、
旱地、多层及以上房屋建筑区、低矮房
屋建筑区、工业设施等 58 个二级分
类，阔叶林、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广
场、露天体育场、停车场等135个三级
分类的地理国情信息。

普查成果为我省的“三区一群”（河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原城市群）发展战略与规划制订和实
施、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生态环境保
护以及应急保障服务等方面工作提供
了重要的基础数据与技术服务。与此
同时，我省还开展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水源地环境动态监测、精准扶贫管理、
河南地级以上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监测、
安阳市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试点）等地理国情专题监测工作，取
得了一批重要的监测成果。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仅需要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的循循善诱，也需要刚
性的制度约束。4月 7日在临颍县召
开的全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推
进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办国办
《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加紧推动
相关法规政策的立改废释，用法治的
力量引领正确的价值判断，树立正义
的道德天平。

会议实地观摩了临颍县开展“传
统文化润临颍、崇德守礼我先行”系列
活动情况，充分肯定了我省全面推进
核心价值观建设取得的成绩。会议强
调，今年，要把加强道德规范入法作为

重中之重，按照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
求，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地方
性法规，把经过实践检验的政策制度
上升为法规制度，大力推动文明行为、
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尊老爱幼、慈善
奉献等方面立法工作，修订完善市民
公约、村规民约、学生守则、团体章程
等行为准则，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更
好地体现到法治实践中。

同时，要积极抓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普及，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
实落细落小；以开展文明交通行动和孝
善文化弘扬行动为重点，深化突出问题
治理；抓好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宣传、
家风家训建设、示范带动工作、爱国主
义教育和思想政治研究工作。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最近微信
朋友圈里爆出一条消息——“樱桃
不能吃核，5颗就会要人命”，引发
热议。樱桃核吃了真的会中毒吗？
怎么吃水果才能吃出健康？4月11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营养医
师赵妍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
上关于樱桃核中毒的说法有些“言
过其实”，并没那么夸张。

据赵妍娟介绍，樱桃核仁里确
实含有“氰苷”，这是植物中化合物
氰化物的表现形式，会抑制细胞的
呼吸作用，但是可转化成有毒物的
含量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氰苷本身不会让人中毒，需要接
触胃酸，转化成氢氰酸，但也要达
到一定的量才会引起急性中毒，譬
如一名体重60公斤的成人吃下约
5斤樱桃核仁，才会出现中毒的症
状，这显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
生。”赵妍娟说，“况且樱桃核很小，
不易嚼碎，也很难消化，即便误吞，
也会随粪便排出。”

赵妍娟说，樱桃含有较高的营
养价值，推荐大家食用，不过在大量
上市的季节，常有人因樱桃吃得太
多，导致肠胃负担过重，引发消化不
良。她建议，食用水果时要注意控制
食用量，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
荐，成年人每天食用总水果量为
200～40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②7

我省首次摸清地理国情“家底”

我省在临颍召开推进会强调

推进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

吃樱桃核会中毒？
没那么夸张！

4月11日，修武县城关镇河北新庄村村民在采摘大棚黄瓜。该村蔬菜种植
户建设大棚89个，一年可收入178万元。⑨7 刘金元 摄

本报讯（记者 孙勇 通讯员 王学
新 刘小江）草长莺飞，春意正浓，新安县
城北森林公园里百花争艳，柳条轻拂。
林间绿道上，每天都有各地的自行车爱
好者穿行不息。记者4月11日获悉，4
月15日—16日，体彩·环中原2017自
行车公开赛第二站将在新安举行。

近年来，该县重视体育事业发展，
在自行车赛事上连续举办赛事，打造出

“樱桃谷骑行邀请赛”品牌，让原本藏在
“深闺”的乡村美景绽放光彩。沿线群
众发展采摘园、观光园，使游客在享受
骑行竞技的乐趣的同时，还能进行采摘

体验、品尝乡村美味。该赛道被前来试
骑的各地骑友誉为“最美绿道”。

自行车运动在新安县有着良好的
基础，目前有近万人参与，每年3月份
举行的樱桃谷骑行赛已举办了三届，
在省内小有名气。据了解，随着比赛
的临近，目前新安站报名火爆，共吸引
了来自河北、陕西、四川及国外的优秀
专业车手400余人。本届比赛还增设
了全民健身骑行体验组和山地车赛项
目，截至目前共有1000余名选手报名
参加体验，300余名选手参加山地车
赛本地组比赛。③4

新安县：

打造“最美绿道”吸引各方骑友

走走基层基层 转转作风作风 改改文风文风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虞静 程一桐

4月 10日，在新县田铺大湾，一
面迎风飘扬的红色“茶旗”格外耀眼。
在“古韵香茗”茶馆前，一位手扶二胡
的中年男子神情自若地演奏着，旁边
游人团团围坐，品茶听乐，乐在其中。

“这是我们村创客第一人韩光
志。”一旁忙着给游人添茶水的茶馆服
务员李晓村告诉记者。韩光志一身干
净的素衣，一副老花镜衬得他格外斯

文，若没人介绍，人们很难相信他曾经
是这大山深处有名的困难户。他曾下
岗多年，靠维修电器为生，妻子早年离
世，留下一儿一女，每月400多元的生
活费常常让他捉襟见肘。

2015年，创客小镇田铺大湾建设
如火如荼，韩光志投入全部积蓄翻修
了自家老房子，办起了田铺乡第一个
茶馆。细心的他记录下游客对茶馆的
意见建议，将铜制吊壶、铁链连心锁、
二胡演唱、毛笔书法等文化元素融入
其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欣赏品茶。

“这比从前强多了，现在我一个月
能挣3000多块钱呢。”说起这个茶馆，
韩光志满脸幸福。如今的他精神面貌
焕然一新，重新拾起“二胡演奏、毛笔
书法、唱歌跳舞”这些压抑多年的爱
好，由他组织的“田园牧翁舞蹈梦之
队”受到众人称赞，而他也得到了“创
客第一人”的美誉。

一人创业带动一家。韩光志的弟
弟韩光莹看到家乡发展迅猛，辞去韩
国劳务工作回家创业，在乡政府的补
贴帮助下，投入 12万元打造“老家寒

舍”乡村旅店，古朴的民风习俗、简式阁
楼装扮让前来住宿的游客耳目一新。

这只是创客小镇的一个缩影。
2016年初，上海蔓乡旅游管理公司与
田铺大湾三色农耕园艺合作社联合打
造河南省首个创客小镇，“翻转的士多
店”“串门碰瓷商铺”“花音时代咖啡
馆”等20余家创意小店如雨后春笋般
兴起，吸引了众多游客。

“家乡景色好、变化大，创客小镇
明天会更好，我很有信心。”兄弟俩看着
自己一手创办的事业，信心满满。③4

大山深处兴起创客小镇

乡村有了党员服务队

□崔培林 摄影报道

4月 9日，位于南阳市卧龙区蒲山镇的河南静逸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培育伏牛山石
斛。该公司投资600万元，研究伏牛山石斛野生变家种
技术，建成现代化组培室、玻璃温室大棚等产业链，年
生产瓶苗30余万瓶。⑨6

▲工作人员在培育伏牛山石斛▶

伏牛山石斛

4月7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水稻乡在三楼会议室开展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由乡长吴琰主持会议，乡
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各村党支部
书记、主任参加了会议。会上，乡党委
副书记李伟华宣读《关于调整水稻乡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惩防体系建设
领导小组的通知》，乡纪委书记刘波宣
读《水稻乡进一步加强全乡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最后，乡党委书记李洪峰与各村党支
部书记签订 2017年度党风廉政建设
目标责任书。李洪峰书记讲道，全员
要以历史、以现实案例为鉴，时刻绷紧
链接这根弦，做到形象上自重，思想上
自省，纪律上自警，工作上自励，开创
风清政明的良好局面，谱写和谐水稻
建设新篇章。 （霍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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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洛阳市首批两家电能替代
用户洛阳福美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和
洛阳金茂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在孟津
县供电公司的组织协调下，完成供用
电合同、电能替代用户“集中打包”第
三方代理协议签订、电价变更等工作，

企业通过电能替代打包交易工作将减
少全年电费支出 15万元左右。孟津
县供电公司推进电能替代电价支持政
策落地，实现电能替代工程从业扩报
装到送电全过程“一站式”服务。

(刘伟韬)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
农场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加强廉政宣传教
育 。 坚 持 每 年 组 织 一 次 场 、社 区
（村）、组三级干部培训班，每月集中
开展一次党风廉政教育培训会，组织
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组织党员干部到廉政教育
基地参观学习，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氛围。加强廉政防控体系建设。制
订《杏花营农场廉政风险防范工作实
施方案》，对部门职责、岗位设置、职
责分工等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明确。
建立和完善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财务
管理制度等工作制度，以制度约束干
部廉洁自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在各社区（村）、分场分别设立了举报
箱，公布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群众监
督。 （杏花营农场周晶）

洛阳首批电能替代用户享优惠

开封水稻乡召开党风廉政工作会议

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本报记者 王先亮
本报通讯员 王文意

新县是全国著名“将军县”，革命旧
址众多，红色资源丰富。近年来，新县
国税局充分依托这些红色资源，以文明
创建为抓手，努力打造税收特色文化，
探索出了一条红色税收文化创建之
路。2016年，该局被授予“省级文明单
位”标兵称号，整个信阳市国税系统仅
此一家，并被市局评为“绩效管理优秀
单位”。“一切像先辈那样”干事创业的
氛围在新县国税系统蔚然成风。

以上率下，精心组织。该局新一届
党组始终把文明创建作为税收工作的

“发动器”和“推进器”，在健全机构、加
强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表率作
用，带头参与文明创建活动，既做精神
文明建设的组织者、推进者、监督者，又
做活动的参与者，使得整个系统文明创
建工作得到蓬勃发展。同时，该局还积

极搭建互动式、信息化、实践型学习平
台，引导全体税务干部职工自觉学习，
共同进步，乐学勤思，学习型机关建设
已然为文明创建工作注入了不竭动力。

人为本，文化先行。该局充分利用
“将军县”的红色资源，通过组织税务干
部参观革命遗址、博物馆，开展革命先
烈事迹学习会等各种形式，传承红色精
神，营造红色文化氛围，进一步坚定税
务干部的理想信念。同时，该局还多管
齐下推动国税文化建设，培育鲜明向上
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以“信仰、忠
诚、担当、清廉、创新、奉献”六大主题，
筹划设计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且内容
丰富的精品文化长廊和办公区宣传牌，
以丰富的图片资料揭示新县国税文化
的精神内涵；举办文明礼仪知识讲座和
道德讲堂，开展“身边好人”“最美家庭”
评选活动，制定文明餐桌、文明上网和
文明旅游公约等方式，营造国税系统

“积小德为大德，积小善为大善”的良好

氛围；定期开展“我们的节日”主题活
动，传承中华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立足职能，便民办税。文明创建必
须让纳税人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基
于这种认识，该局始终坚持以“纳税人
所盼，税务人所向”为价值追求，不断创
新工作理念、优化纳税服务。大胆探索
创新，深化国地税合作。该局深入开展
多部门合作，并在全市率先实现“三证
合一”，扩大信息共享，拓展合作领域；
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网
络办税、网络发票应用规模，以先进、科
学的手段，贯彻落实简政放权。落实惠
民政策，深化“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该
局积极推行标准化建设，打造样板纳税
服务厅，进一步改善纳税服务环境；积
极开展税法宣传、纳税人学堂，不断深
入基层税户走访调研，组织企业召开座
谈会共话发展，增进税企沟通交流，构
建和谐征纳关系，切实增强纳税人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

信阳新县国税：文明创建唱响红色税收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