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
宏怡 通讯员 李闯）日前，记者从
平顶山供电公司召开的2017年迎
峰度夏媒体座谈会上获悉，预计今
年夏季高峰时段最大负荷约 280
万千瓦，较 2016 年增长 0.68%。
供电形势呈现“总体满足需求，局
部重载过载”的特点，县区局部低
电压问题依然存在。

据介绍，1-6月份，平顶山电
网用电量 71.30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3.53%；最大负荷 270 万千
瓦。

为确保今年度夏期间平顶山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有序供
应，平顶山供电公司精心制订了

2017 年迎峰度夏工作方案，成立
了迎峰度夏领导小组和设备运
维、电网运行、优质服务等九个专
业工作组，协调解决度夏期间重
大问题，督促落实电网迎峰度夏
各项保障措施；认真做好应急队
伍、装备、物资准备，完成度夏、防
汛专项安全检查，加强对防汛重
点区域变电站和线路通道的隐患
排查；组织工矿企业错峰、避峰、
轮休、停产让电，优先保障医院、
学校、铁路、煤矿等重要用户用电
需求，尤其把居民生活用电放在
首位；倡导社会节约用电，在全社
会营造科学用电、节约电力能源
的良好环境。15

平顶山优先保障居民用电

信息速递

郏县纪委“四化四入”
营造正风反腐“强气场”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
宏怡 通讯员 宁建鹏 梁静）“我虚
心接受县纪委的警示谈话，回去后
全力以赴做好我们承担的精准脱
贫工作。”7月15日，在郏县纪委办
公室廉政提醒谈话常态化记录本
上，记者见到这样的内容。

让廉政提醒谈话常态化是郏
县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创新
举措之一。据了解，截至目前，郏
县对各级领导干部先后组织开展
廉政提醒谈话2068人次。

今年以来，为营造正风反腐
“强气场”，郏县纪委积极创新纪检
监察工作思路，把“四化四入”（即
廉政提醒谈话常态化，让廉政提醒
经常入耳；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有形
化，让廉政文化处处入眼；纪律审
查高压化，让廉政高压根植入脑；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公开化，让警示
教育植入内心）作为推进基层党风

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教育引导基
层党员干部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
堤坝。

据介绍，全县 15个乡（镇、街
道）、20多个县直单位以及300多
个行政村建设了廉政文化一条街
或廉政文化长廊，让廉政文化教育
处处可见，营造出崇廉尚洁的浓厚
宣传氛围；加大专项治理和日常化
的检查监督，让党员干部时刻绷紧
纪律和规矩这根弦，目前已先后查
处违纪问题 30多件，党政纪处分
70余人，组织处理30多人；聚焦作
风建设“一号工程”，紧盯脱贫攻坚
和环境治理攻坚战，持续开展“侵
害群众利益、懒政怠政以及扶贫领
域突出问题三个专项治理”，目前
对 40多名违规违纪人员，通过正
式文件、“廉洁郏县”手机报、“清风
郏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予以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15

平顶山市第二届创业大赛
决赛圆满收官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
建新 张宏怡）7月 12日晚，在平顶
山第二届创业大赛决赛（河南省

“豫创天下”创业大赛平顶山分赛
区决赛）上，河南亿品达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创业者李迎辉摘得桂
冠，并与叶县天享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创业者景奇、鲁山县鸿发农
机专业合作社创业者毛红本等 6
家企业创业者入选省“豫创天下”
创业大赛。

以“实施回归工程、推动大众
创业、助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平
顶山第二届创业大赛决赛由平顶
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平顶
山市总工会、共青团平顶山市委、
平顶山市妇女联合会、平顶山市总
工会、邮储银行平顶山分行主办，
旨在进一步弘扬创业精神，展示创
业者风采，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此次大赛主要从创业

者的综合能力、创办企业盈利水平
（或预期盈利水平）、项目拉动经济
和带动各类群体创业能力三个方面
对参赛者进行考核评估。全市返乡
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各
类创业群体的107名创业者申请参
赛。在经过初赛、预赛之后，最后10
家企业创业者闯入决赛。

据介绍，本届创业大赛给予前
10名创业者1万—10万元不同程
度奖励。同时，获奖创业项目纳入
平顶山大众创业项目，并推荐申报
省级大众创业项目；农民工返乡创
业项目认定为市级创业示范项目，
并推荐申报省级示范项目；市总工
会对在比赛中获得单项第一名的
选手，按程序申报“平顶山市五一
劳动奖章”；团市委对不超过35岁
的获奖选手，授予“平顶山市青年
岗位能手”荣誉称号；市妇联对女
性获奖选手，授予“三八红旗手”荣
誉称号。15

汝州市法院“夏季雷霆”专项执行活动

执结涉公职人员案件59件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
宏怡）7月 14日，记者从汝州市人
民法院“夏季雷霆”涉公职人员专
项执行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
院自5月9日启动“夏季雷霆”专项
执行活动以来，共执结案件 413
件，其中执结涉党政机关工作人
员、国企职工、名人名企被执行人
员案件 59件，拘留涉公职人员被
执行人16人。

据了解，本次专项执行活动为
期3个月。为提升执结效率，汝州
市人民法院成立了由院长为组长
的专项活动领导小组，实行重大、
敏感案件班子成员包案执行制
度；在全院范围内抽调精兵强将，
成立三个抓捕小分队和指挥中心
应急分队，全天候、全方位对被执

行人进行监控，一旦发现立即拘
留；形成执行联动机制大格局，争
取汝州市纪委、组织部、宣传部等
多部门支持，对“老赖”形成高压态
势。

此外，新闻发布会还通报了今
年以来执行工作的开展情况：截至
7 月 12 日，该院 实 际 执 行 案 件
1160 件 ，与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179%。本次“夏季雷霆”专项执
行活动共执行到位金额 4716.81
万元，司法拘留 89 人，向公安机
关移送涉嫌拒执犯罪案件 78件，
刑事自诉案件立案 78件，结案 93
件（含旧存自诉案件结案）。“夏季
雷霆”专项执行活动成绩和上半年
综合成绩均位居平顶山各基层法
院首位。15

干部“赶考”群众“受益”
湛河区答好作风建设这道“大题”

入夏以来，位于平顶山市湛河区西苑社区附近的一家信息中介

所发现：附近前来登记出售、出租房屋的客户比往年大大减少。

西苑社区位于风景秀丽的湛河边，然而，由于邻近几十家夜市

摊点，每到夏天，附近就“狼烟四起”，加上持续到深夜的划拳声、吵

闹声，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在今年湛河区转变干部作风活动中，

该区成立了两个由城管执法、环保、食药监、综治等部门人员组成的

联合执法组，每组由一名县级干部带队，每天6时—8时和19时—

23时之间巡查，周六周日不间断，从而彻底取缔了群众深受其害

的有烟烧烤、燃煤炉灶、马路摊点等。“环境治理好了，谁还舍得把

房子租出去。”西苑社区居民高某说。

为切实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精神懈怠、不敢担当、效率低

下、纪律淡漠”等突出问题，今年2月份以来，湛河区持续开展了转

变干部作风活动，全区党员干部共答作风建设“考卷”。截至目前，

累计为辖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1160多个，查处干部作风问

题40多起，问责60余人，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风清气正的

环境。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李修乐

“感谢区里‘首席服务员’制度，不
仅为我们解决了经营环境难题，也为
群众解决了一个民生问题。”近日，位
于湛河区辖区的德信泉商贸公司负责
人高兴地说。

原来，今年年初，有人把德信泉商
场前面的空地非法划为停车场，强行
向群众收取停车费，一度影响了德信
泉公司的正常经营。联系该企业的

“首席服务员”和区工信委的负责同志
在走访了解情况后，主动与执法、规
划、公安等部门协调，对该非法停车场
进行了取缔，使企业恢复了正常经营。

联系企业的“首席服务员”制度，
是湛河区为服务企业发展出台的一项
重要举措。该区对所有在建项目和拟
建项目进行梳理，并明确一名项目“首
席服务员”，做到“一个项目、一名首席
服务员、一套班子、一抓到底”，帮助企
业协调解决资金、技术、发展环境等方
面的问题，直到项目正式投产。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短时间内，只能解决突出问题，所以，
我们必须要建章立制，追求长效，从根
子上解决问题。”冯建伟说。

转变干部作风活动中，湛河区着眼
长远，力求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除了
规范《关于推进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拟建
项目尽快开工“首席服务员”制度》外，该
区还成立了巩固转变作风成效推进工作
落实联席会议，并就环境污染整治、招商
选资、安全生产等10项重点工作落实考
评，明确了责任人。此外，还下发文件，
对会议数量规模、文件印发规格、领导公
务陪同等文风会风进行规范，其中在领
导调研方面，要求工作主管部门和相关
部门原则上不超过3人陪同，相关乡、办
事处只安排1名负责人参加。

作风一变民心暖。作风建设的不
断强化，使全区群众“获得感”不断增
强，干群关系进一步得到深化。在最
近的一次干部作风满意度调查中，九
成以上的群众选择了“非常满意”或

“满意”。15

因为在为群众办理业务时语言生
冷、态度冷淡，今年5月份，湛河区一基
层干部张某接受了区纪委的约谈，并
被所在单位责令作出深刻检查。

“作风建设无小事，干部的一言一
行都关系着民心，必须抓早抓小，动辄
则咎。”该区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盛
少飞说。

在 2月初召开的转变干部作风动
员会上，区长张毅说：“对干部队伍作
风建设，思想认识要‘清’，自我剖析要

‘准’，作风整治要‘狠’，监督问责要
‘严’，这样才能触及灵魂，见诸行动，
显于效果。”

区转变干部作风办公室结合各单
位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进度，按时段
介入督查。对于整改不力的单位，严

格进行党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今年
6月份，针对市、区领导在环境污染治
理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先后对多个相
关部门的19名干部进行了问责，其中
包括7名科级干部。

同时，宣传部门也针对典型问题，
自揭“家丑”。4月份，该区就对“黄河
路拆迁建设迟缓”“汴城村基层组织软
弱涣散”“山水华庭项目业主与物业矛
盾激化”等10个典型问题，通过湛河手
机报、湛河微报、湛河电台进行发布，
倒逼作风转变。

据统计，自湛河区开展转变干部
作风活动以来，各基层单位先后排查
出各类问题1140余条，制定整改措施
360 余条，其中 700 余条已得到有效
整改。

7月 17日晚 22时，湛河区农林水
利局工作人员马洪峰仍坚守在沙河入
口处。“汛期马上要到了，决不能让不法
人员往河道里倾倒建筑垃圾！”他说。

在湛河区转变干部作风活动中，湛
河区农林水利局针对群众反映的河道
倾倒垃圾问题，制定了“分段承包责任
制”，将沙河分段划为不同片区，责任细
化到人。制度实施以后，该局定人排
岗，全天监督，先后查处倾倒建筑垃圾
行为50余起。

像农林水利局一样，湛河区开展转
变干部作风活动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
在区委、区政府带领下，上下联动，共同
发力，共同答好作风建设“大题”。

为切实推动干部作风转变，该区认
真梳理了懒政怠政为官不为、工作效率
低下、不敢担当、好人主义等11种典型
问题。各单位对照问题，结合自身工

作，查找不足，主动整改。
曹镇乡针对害怕担当、工作浮漂等

作风问题，建立“两考核”绩效管理制
度，即每季度对乡干部工作业绩进行考
核，考核结果与年终评先和工资待遇挂
钩；对村干部实行星级考核，考核结果
作为奖惩的重要依据。

荆山街道针对各村党群服务站工
作人员“坐门等客”现象，推行了“预约
服务制”，即村民向党群服务中心打电
话反映情况，值班人员将根据群众所需
提供延时、上门等服务。

湛河区便民服务大厅通过整改，推
出了“延时办结制”，工作时间有群众来办
业务，不办理完毕不下班。不久前，一对
新人前来办理结婚手续时，已经是中午
12点多了，但是，直到他们拿到结婚证，
工作人员才下班回家。“我要为他们点32
个赞！”对此，新郎李嘉格感动地说。

当前，脱贫攻坚、环境治理等中心
工作任务艰巨，更需要党员干部转变
作风，扑下身子、务实重干。今年3月，
省委书记谢伏瞻在《人民日报》发表署
名文章《弘扬敢于担当精神 做时代的
劲草真金》，并在多个场合、多次会议
上反复指出转作风、抓落实的重要性，
强调要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
头”，强化作风建设。

6月 18日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炙
烤着大地，正是一天中最热之时。然
而，在湛河区姚孟村村南的火车铁轨
边，湛河区委一班人一边走，一边对轨
道两侧的垃圾、土堆等指指点点。

原来，他们正在召开湛河区环境
污染突出问题现场会。从当天早上 8
时开始到下午5时，区委主要领导带领
区环卫、执法、环保相关部门，沿铁轨
步行12公里，共排查出铁路两侧垃圾、
污水、土堆、煤堆等问题 130多个，并
责令相关人员当场立下“军令状”，承
诺问题解决期限。

一个星期后，铁轨两侧垃圾、污
水、煤堆等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那些

“风吹尘起、臭味熏天”的日子不见了。
在转变干部作风活动中，湛河区

制定了《进一步巩固转变作风成效推
进工作落实的实施意见》，区主要领导
带头作出承诺：转变作风，从自身做
起。全区33名县级领导干部积极参与
活动，自我剖析，查找问题并积极整
改，同时，还分包联系77个单位部门，
进行督查指导。

“街道党工委管理不严，一名班子
成员饮酒后阻挠执法”“在湛河治理拆
迁中，我们拖拖拉拉，遗留问题一直没
解决彻底”……这是今年2月份，湛河
区转变干部作风剖析大会上，部分单位

“一把手”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反省。
在该区分批次召开的转变干部作

风公开剖析大会上，全区77名单位部
门主要负责人全部上台剖析，摆问题、
说原因，定措施、促整改，以动真碰硬的
工作态度保障转变干部作风活动开展。

“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榜样。领导
带头，真说真干，各级才能动起来，转
变干部作风才不会成为表面文章！”湛
河区委书记冯建伟说。

部门齐动——转变作风“多向答题”

务求长效——转变作风“深向探题”

以上率下——转变作风“正向立题”

强化问责——转变作风“反向破题”

2

3

湛河区部分党员干部正在阅读区委督查室下发的转变干部作风情况督查通
报 张文举 摄

在转作风活动中，湛河区轻工路街道沁园社区计生办工作人员深入辖区
内各社区及行政村宣传《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彭程 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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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通讯员 柴栋梁）7月 10日，在平顶山市
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韩红涛正在结
算窗口办理出院手续。

两三分钟后，工作人员递给他几张
结算清单和一叠现金。从去年年底住
院开始，总花费是 29328.47元，其中基
本医疗报销 22379.2元，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累计报销 1260.94元，低
保报销1418.16元。

“自费的部分4270.17元。这对我们

困难家庭来说，真是省了不少！”韩红涛说。
据介绍，对于贫困户来说，看病就

医问题是横亘在脱贫路上的“拦路
虎”。大病补充保险则是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的基础上，针对困难群众等特殊
群体建立的补充医疗保障。

“我们医院自今年3月31日结算第
一例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起，像
韩红涛这样的患者，现已经结算了近40
例。”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信
息医保办主任曾振峰告诉记者。根据省

相关文件要求，全省各级定点医疗机构
要在6月15日前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
保险的“一站式”即时结算，而我们早在5
月中旬便顺利完成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信
息系统的升级改造，实现住院、门诊的

“一站式”即时结算，走在了全省的前列。
平顶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宝丰分院

院长张晓力介绍，以前患者在结算时要
先垫付大病保险和大病补充的报销费
用，出院之后还要携带住院证、出院证、

病历、费用清单、诊断证明等材料，到相
关审批窗口办理报销手续后才可以报
销，患者普遍反映存在报销手续繁琐、
等候时间长、个人垫支负担重等问题。

“一站式”即时结算不仅进一步简化了
医疗费用报销补偿程序，还实现了城乡
居民医保、大病医疗保险和困难群众大
病补充医疗保险的无缝对接。如今，广
大患者尤其是困难患者在结算窗口无
需垫付、无需等待，片刻就能报销，真正
实现了少跑腿，多报销。15

平顶山市二院宝丰分院

“一站式”即时结算获患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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