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最具影响力典范名校”（8个）
郑州大学 河南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洛阳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 新乡医学院

2.“高质量就业示范高校”（8个）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焦作大学 平顶山教育学院
安阳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工学院 新乡学院。

3.“职业教育就业之星”（11个）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院
安阳职业技术学院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洛阳分院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西峡县中等职业学校 邓州市卫生学校

4.“十佳杰出教育工作者”（10个）
南阳市第二中学 李喜明
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校 张春旗
社旗县中等职业学校 丁铁生
驻马店市实验中学 孙群杰
周口市文昌中学 朱贵华
郑州市第二中学 王 瑞
焦作市第一中学 宋爱芹
辉县拍石头乡中心小学 张锦文
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邓付申
开封市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唐玉莉

5.“十大新锐教育工作者”（10个）
南阳市第一中学 张印恒
南阳市第十三中学 刘 婉
南阳市第五小学 马 青
南召县中等职业学校 张小暖
安阳市幸福中学 朱卫红
三门峡市实验中学 贾怡歌
新乡市第二中学 冯世伟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谷苏乡
开封市集英中学 可凌超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 刘武军

6.“十佳杰出教育工作者提名奖”（15个）
焦作市职业技术学校 陈红芬
新乡市第一中学 赵鸿涛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杨迎军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王海波
平顶山市卫东区建东小学 栾国文
淇县桥盟乡赵沟中心小学 陈金利
襄城县库庄初级中学 库亚鸽
许昌实验幼儿园 刘巧茹
方城县实验幼儿园 杨 磊
济源市西关学校 张化芬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石艳丽
淮阳羲城中学 董长林
方城县龙城小学 姜玉洁

开封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卫东
驻马店市第九中学 于亚伟

7.“教育改革先锋学校”
南阳市第一中学 南阳市第五中学 南阳市第二十二中学
南阳市第十三中学 西峡县第一高级中学 南阳市第九小学
南阳市实验中学 金陵外国语学校 扶沟县高级中学
驻马店市实验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济源市黄河路小学
济源市西关学校 开封市第二十五中学 河南省开封高级中学
焦作市第一中学 新乡市第一中学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三门峡市陕州区第一高级中学 鹤壁市淇滨中学
安阳市钢三路小学

8.“特色学校”
南阳市第二中学校 南阳市第三中学 南阳市第十九中学校
南阳市第五小学 南阳市第二十五小学校 淅川县第一小学
驻马店实验小学 驻马店市第二初级中学 周口市文昌中学
太康县第一高级中学 淮阳县外国语实验小学
建安区第三高级中学 新乡市第二中学 新乡市育才小学
开封市第八中学 洛阳市第五十五中学 郑州市第二中学
鹤壁市福田小学 平顶山市实验中学 焦作市中站区中站小学
濮阳市第二实验小学

9.“艺术教育先进学校”（14个）
新乡市实验小学 新乡市第二十二中学 新乡市育才幼儿园
济源市济水东园学校 济源市河苑街小学
方城县县直机关第二幼儿园 方城县红星学校西关分校

方城县劵桥二中 方城县实验幼儿园
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 开封市第七中学
濮阳市油田艺术中学 许昌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

10.“最具成长力学校”
唐河县第一初级中学 唐河县第一高级中学
南召县第一高级中学 社旗县下洼镇蝎子山小学
西峡县第一初级中学 西峡县第四小学 南阳市第三十二小学
南阳市第二小学校 南阳市第二十八小学
南阳市第三十一小学 淅川县第一初级中学
镇平县安南实验学校 淅川县第一高级中学 方城县厚德学校
南召县太山庙乡第一初级中学 驻马店市第四初级中学
驻马店市第九中学 驻马店第二实验小学 淮阳第一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三实验小学 扶沟县实验小学 长葛市第一高级中学
长葛市第一小学 禹州市夏都学校 许昌市第十中学
济源市沁园中学 叶县第一高级中学 信阳市第九小学
新乡市第一铁路小学 新乡市获嘉县第一中学 新乡市第十中学
开封市化建中学 开封市第二十七中学 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鹤壁黎阳中学 安阳市第三十六中学 安阳市幸福中学

注：河南省 2017 年度“金烛奖”评选活动已经启动，今

年 5月 13日至 10月 31日为申报阶段，全省各主要媒体可提

名候选人，各级教育局、各学校可直接申报并推荐先进集体

与单位。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评审阶段，评选委员会由

省内各媒体代表组成。评审中还将引入民意调查环节，通

过新媒体手段征求群众意见。申报材料可发至邮箱 hnrb-

jyb@126.com,咨询电话 15565660999。7

河南省首届“金烛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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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化玮

报警、举报、投诉、查询户政……如今在长垣县，这些业务可
通过“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办理了。

5月15日，长垣县公安局局长封民告诉记者，两年来，该局对
各警种部门及110联动单位的业务进行梳理和整合，将部分业务
设置在“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上，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微警局”。
这是我省首个“微警局”。

今年2月26日，身在广东省东莞市的长垣人杨某被数人限制
人身自由，无法拨打电话，情况紧急。杨某突然想起此前关注的
微信公众号“平安长垣”中有报警功能，趁看守者不备发信息求
助。接到求助信息，长垣警方迅速联系东莞警方展开解救工作。
当天下午6时许，杨某成功脱困。

据介绍，去年12月底，“平安长垣”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110
微报警功能。该系统具有微信报警和一键报警两项功能：微信报
警实现报警人对文字和图片的传送；一键报警对包括诈骗、绑架、
盗窃等紧急警情类别，可充分节省报警时间。截至目前，“微警
局”共接到、处理群众报警、求助300余次。同时，该微信公众号还
有“有奖举报”和“控告投诉”板块。

“让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多跑路。”封民表示，“微警局”将省公安系
统“互联网+”平台、消防、信访、出入境受理及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业
务有机整合，群众足不出户便可在线办理11大类业务。7

长垣建立全省首家“微警局”

李建民

“刀刃”向内
锻造“执纪铁军”

声音

“谁来监督纪委”“如何监督纪委”成为近一个时期以来重要的社会

关切。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的《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

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把监督执纪问责的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有力地回应了这一热点话题。我们要结合全省纪检监察系统开

展的“讲忠诚、守纪律、做标杆”活动，把落实《规则》作为活动的重要载体，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执纪铁军”。

讲忠诚，增强贯彻落实《规则》的坚定性。对党绝对忠诚是纪

检监察工作首要的政治原则。要提升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贯彻执

行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坚定性。要用担当诠释忠诚，坚决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自觉做到思想上深刻认同、政

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坚定紧跟。要坚定理想

信念，加强党性锻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要

拧紧“总开关”，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

终做党章党规党纪的坚定维护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决捍卫

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有力推动者。

守纪律，增强贯彻落实《规则》的严肃性。《规则》坚持问题导

向，针对监督执纪工作存在的风险隐患，对线索处置、谈话函询、

初步核实、立案审查、审理、移送司法机关、涉案款物管理等各个

环节的程序、规则、权限进行了严格规定。我们要对照《规则》，梳

理查找自身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管理监督、方式方法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建立起与《规则》要求相衔接的制度体系，规范监督执

纪行为，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既相互衔接协调，又相互监

督制衡，让监督执纪始终在《规则》所设计的轨道上运行。

做标杆，增强贯彻落实《规则》的实效性。纪检监察干部只有

自身过硬，才能挺直腰杆监督别人。《规则》通过构建自我监督体

系，达到提升纪检干部素质、规范监督执纪的目的。要学深悟透、

熟练运用包括《规则》在内的党内法规，转变执纪理念，练好看家

本领，以程序合法合规确保精准执纪。要带头遵规守纪，加强自

我约束，坚守清正廉洁底线。要把自我约束同接受党内监督、民

主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养成在监督下开展工作

的习惯，努力做到让党放心、人民信赖。7

——平顶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建民谈如何落实纪检
工作《规则》 （本报记者 张建新整理）

“刀刃”向内，自我“革
命”，锻造一支忠诚、干净、
担当的“铁军”，才能担负起
监督执纪问责的神圣使命

一线观察

连线基层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彭葳

初夏时节，山木葱茏。5月 15日，记
者在鹤壁市山城区耿寺村蚂蚁山“寺外桃
源”合作社千亩核桃基地看到，新栽种的
核桃树苗连山成片，在阳光晨露的滋润
下，蓬勃生长。

“这个项目流转土地1000多亩，全部
种植的是纸皮核桃，树苗已全部栽植完
毕，目前，山城区核桃林的种植面积已达
到3000亩以上。”在现场指导苗木田间管
理的该区林业局局长郭江华说。

去年以来，这里按照“一河四区一小
镇”的总体布局和“金岗银坡生态田，淇润
山城新家园”的林业发展思路，以打造精
品和亮点为关键，以富民产业工程绿化建
设为重点，以转变造林方式、发展林业扶
贫产业为抓手，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叠加发展，大力发展林业合作社经济，扮
靓了老区新家园。

农民变“工人”
租地打工两不误

在该区郑沟村宏民林果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将军岭千亩核桃基地，村民肖春
兰正精心照料“树宝宝”，每棵苗子在浇水
前都会把周边的杂草铲得干干净净。

肖春兰告诉记者，合作社流转的土地
中有她家的一份，以前一亩地辛苦一年下
来也就收入千把元，还不算种子、农药、化
肥、人工等成本。“现在租给了合作社，除了
每亩400块钱的租金，还可以在合作社打
工，每天工资50元，一年也能收入七八千。”

同村的马瑞平算是合作社的“固定
工”，长期在合作社打工。马瑞平说:“像
我们这些以务农为主的家庭妇女，外出打
工离不开家，种地又不赚钱。现在好了，
地虽然租出去了，种地的本行没有丢,既
能照顾上家，又能打工赚钱。”

合作社经理王合林介绍说:“合作社
主要以核桃、优质早熟蜜桃等经济型作物

为主。目前，流转土地1300余亩，投资达
400多万元,每年支付农户租赁费 40多
万元，人工费70多万元。”

为帮助困难群众脱贫，该区积极引导
群众把现有的山地、荒地、坡地有效利用
起来，通过土地流转形式，大力发展农业
规模化经营，让农民转身“产业工人”，在
家门口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全区
发展林业专业合作社 20余家，流转土地
近5000亩，带动农户300余户。

一产+三产 走出特色路

眼下，正是休闲旅游的好时节。连日
来，山城区鹤鸣湖景区以其秀美的风光吸
引了众多游客前来玩赏。

“我们种植的600亩桃树今年将进入
盛果期，6月份就可以采摘了，到时候来
鹤鸣湖的游客不仅可以观光，还可以体验
生态采摘的乐趣。”看着日益增多的游客，
山城区旭鸿果木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经
理郑爱军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郑爱军的旭鸿果木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位于石林镇郑沟村鹤鸣湖畔。合作
社依托鹤鸣湖自然风光，立足生态休闲观
光旅游，种植红桃、黄桃、芦笋等特色农产
品500余亩和1000余棵樱花树，供市民采
摘、观赏。如今，每天超千人的游客使旭鸿
合作社成为该区一产三产叠加的典范。

郑爱军告诉记者，随着山城区汤河综
合治理、红色旅游发展以及传统村落保护
等工作成效显现，为文化旅游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当初在鹤鸣湖畔成立合作社的
时候，就是考虑将旅游观光、林果采摘、餐
饮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林业的发展融为
一体。下一步，合作社还要借助“石林会
议”旧址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鹤鸣湖
景区的影响力，开发水上游船观光、农家
乐、特色农产品经营等项目，以此吸引更
多的游客前来观光。

政府来扶持 发展有保障

“河北绿岭集团免费给我们提供树

苗和技术指导，还与我们签订了高于市
场价的产品销售协议，我们合作社一定
能做好。”说起合作社的发展，蚂蚁山“寺
外桃源”合作社负责人周大军显得特别
有信心。

周大军的信心得益于山城区政府的
大力帮扶。据了解，为了高标准打造蚂蚁
山“寺外桃源”合作社，该区在帮助合作社
与河北绿岭集团进行对接的同时，还聘请
专业机构对合作社进行了高标准规划设
计，并通过林业、水利、交通等部门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助力合作社发展。

蚂蚁山“寺外桃源”合作社是山城区
扶持发展林业合作社的一个缩影。据了
解，近年来，该区把发展林业合作社和产
业扶贫结合在一起，加快推动贫困群众增
收致富。去年以来，该区先后帮助辖区
10家林业合作社，申报林业扶持项目20
余个，争取上级资金500余万元，免费发
放各类果树苗木 10余万株，组织开展各
类技术培训10场次，培训人员达1000余
人次。7

□本报记者 王小萍 成利军

小山村吸引来4万人

在济源只要提起富硒苹果，很多人立
即就想到邵原镇史家腰村。由于当地海拔
高、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这里的富硒
苹果远近闻名。2016年该村举办的富硒苹
果采摘节当天就吸引了4万多游客，村里的
老百姓都说：“采摘节的成功举办，主要还
得归功土地整治带来的这条‘致富路’。”

村民说的致富路，指的就是村前那条笔
直的水泥路，这条路是济源市国土部门负责
实施的邵原镇崔家庄等28个村土地整治项
目的一部分。5月9日，村干部高明干向记
者介绍，村里原来没有一条像样的路，每年
果子成熟时也是老百姓最难受的时候，不摘
吧掉地上就坏了，摘下的又运不出去。

这条水泥路修通之后，村民们再也不
发愁了，“现在北京的大货车直接开到地
头，原来一个月才能卖完，现在不到10天
就销售一空。”高明干说。

5800万元改变了靠天收

“由于山区耕地地块小、坡度大、不平
整、难浇灌，导致多数庄稼都是靠天收。”
济源市国土资源局翟立霞说，为解决山区
耕种难度大的问题，该市2014年向省国
土资源厅申报了邵原镇崔家庄等28个村
的土地整治项目。该项目总建设规模达
2714.72公顷，受益群体约2.5万人，工程
内容涵盖水利配套、道路硬化等多个方
面，工程预算总投资5806.63万元。

据该市国土资源局卢多璋介绍，鉴于
济源不设区县的特殊体制，他们积极探索

新模式，以市土地综合整治领导小组牵头，
将辖区镇政府成立的指挥部作为业主，以
便于项目施工协调。市里将此列入政府重

点工程台账，不定期督促项目推进。
目前，这 28个村土地整治项目已基

本完工。同时济源市正积极申报新一批
土地整治项目，思礼镇等 13个村的土地
整治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

28个村成了专业村

卢多璋介绍，项目实施后，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山区农业靠天收的局面，对提高农
业效益、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
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实在两年前，不少农民就已尝到土地
整治的甜头。目前虽然正是农忙灌溉时节，
邵原镇刘下沟村的村民却都挺轻松。2015
年7月，市里对刘下沟村的730亩土地实施
了土地整治。老百姓纷纷说：“坡地变成了
平地，薄田变成了良田，小块地变成了大块
地，干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原来一亩地最多
挣700元钱，现在一亩地能收入三四千。”

记者了解到，崔家庄等 28个村土地
整治项目实施后，史家腰村成了富硒苹果
专业村，北李洼村成了蔬菜制种专业村，
崔家庄村成了杂果专业村……记者看到，
白的杏花、粉的桃花、黄的菜花，将王屋山
下的这片原本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名副其
实的花果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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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整治后的土地上种上了大葱。7
成利军 摄

依托鹤鸣湖自然风光，山城区大力发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图为旭鸿合作社在湖畔种植的桃树、柳树等已成了当地一景。7 赵永强 摄

让贫瘠地变成“花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