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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执法尊严 提升执法新形象
——河南省交通运输执法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董娉 宋敏

2017年10月28日，信阳市息县桥
和苑小区。当息县交通运输执法所负
责人将一份《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交到了霍艳
艳手中。她把判决书紧紧攥进怀中，声
泪俱下：“周红，凶手已经被绳之以法，
判处死刑了，你可以瞑目了……”

周红，信阳市息县交通运输执法
所二中队副中队长。2016 年 1月 21
日,在执行公务时,拦截一辆疑似超载
货车,货车司机拒不配合检查,并发动
车辆强行冲闯,致使其当场死亡，留下
遗孀霍艳艳与10岁女儿。

“他用鲜血捍卫了执法尊严与权威，
所展现出的执着坚守，值得全省交通运
输行业广大干部职工学习！”省交通运输
厅执法局负责同志这样评价周红。

周红的事迹，不仅是全省执法队
伍中的一个典型，更是我省千万一线
执法队伍建设的缩影：治超辛苦，执法
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坚守一线；治超危

险，他们面对强行冲关、暴力抗法无所
畏惧……他们把治超的目标种在心里、
落实到行动上，坚守信念，全力以赴。

为了弘扬执法正能量，近期，全省
各级交通运输执法机构通过自评推
荐、逐级审核、实地考察，推选出了共
30个先进单位、个人及治超站（点），充
分展现了交通执法体制改革后执法机
构和执法人员的良好精神风貌。

提高服务水平
树立执法新格局

提高执法水平和服务水平，关键
在人。自我省交通运输执法体制改革
开展以来，各级机构坚持把治超作为
第一要务，以规范执法、树好形象为标

准全面检验改革成效，实现了队伍素
质与执法形象有新提升。今年全省交
通运输系统10个“服务型执法示范单
位”，新组建的执法机构占了5个，多地
执法机构被评为省市级“文明单位”。

近年来，在推进服务型执法工作建
设中，各级交通运输执法人员深入货运
装载源头企业、运输企业、车辆和司机
所在地上门服务，宣传政策法规，对企
业和从业人员进行提示、引导、规劝、约
谈，力争管理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

同时，省、市、县三级深入开展“局
长开放日”及大走访活动，对外宣传执
法政策，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对内协调
解决矛盾困难，指导帮助开展工作，先
后多次召开社会义务监督员座谈会及
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座谈会，对收集的

疑似执法乱象线索，做到了件件有落
实，条条有反馈。目前上访率同比下
降80%以上。

此外，执法局还采用二维码监督，
收集、汇总社会公众对超限检测站和
执法人员的评价信息，定期不定期通
报给当地执法机构督促整改，并纳入
第三方评价实施奖惩。今年共收到对
超限检测站评价2610条，对执法人员
评价10739条。

加强队伍建设
构建治超新环境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讲到“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当前，交通运输执法工作
正处于转型期，也是一次提升发展期，

给执法管理者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下一步，执法局将建立完善“用制

度管人，靠法规管事”的运行机制，从
市县抽调精干力量，组建执法督查队,
对全省执法工作开展不间断明察暗
访。建立异地执法监督长效机制，组
织开展市县异地互查活动，充分发挥
社会监督作用，督促执法人员规范执
法，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坚持开展责任倒查，依据问题线
索，重点对货运装载源头、途径执法站
（点）开展责任倒查，严厉查处乱作为、
不作为、不履职、不尽责等问题。加强
与公安部门联合执法，交通执法部门
只负责检测和监督消除违法行为，由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处罚和记分，
减少和杜绝多头执法、重复处罚。

此外，将进一步优化执法业务和
综合素质培训，结合实际，突出培训的
实用性，创新培训形式，采用网上视频
授课等，着力解决部分执法人员业务
水平不高、服务意识不强的问题，培养
一支与执法任务相适应的执法队伍，
实现队伍素质整体跃升。

“我们将切实解决一些执法管理水
平不高，不会管、不会为的问题，切实解
决个别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不作为、乱作
为的问题，提升一线执法人员的执行能
力。明年，不论是管理层还是执行层，都
要有一个大的转变与提升，努力适应新
时代、新目标、新使命和新要求。”省交通
运输厅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12 月 22
日，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在郑州召开
河南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警示约
谈暨宣讲视频会，对永久基本农田划
定存在突出问题的新安县公开约谈。
商丘市睢阳区等8个问题相对突出的
县（市、区）在主会场旁听了约谈。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认为，总体
上看，河南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保
护工作取得很大成绩。2017年上半
年全省共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10227
万亩，新划入基本农田 517.74万亩，
基本农田保护率由划定前的83.75%
提高到 84.04%。但是，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和保护也出现一些问题，主要

是划定时将不实耕地等不符合要求
的土地划为基本农田，以及永久基本
农田划定后保护不力被非法占用。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有关负责
人说，河南作为耕地大省、产粮大省，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意义尤其重
大。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将进一步
加大对永久基本农田监管力度，通过
实时监测有关违法数据比对分析和
疑似图斑的提取，形成对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和监管的常态化督察。

全省各直辖市、直管县（市）政府有
关负责人，市、县国土资源部门的负责
人共1200余人在各分会场参加会议。
新安县在主会场作了表态发言。③4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在生活中，“积分”并不稀罕，充
手机话费、去超市购物都能凭积分换
礼品。可你听说过扫一次街道或是
捡一次垃圾，也能积分换礼吗？

“俺上个月做好事积了 3分，在
前几天举行的‘好人好事积分兑换’
活动中兑换了一袋醋和一袋盐。”12
月 26日，汤阴县白营镇北陈王村 61
岁的村民王爱花喜滋滋地对记者
说。

王爱花是村里有名的“勤快人”。
自11月份该镇在北陈王村开展“好人
好事积分兑换”活动以来，坚持清扫自
家和邻居门前街道的王爱花，接连三
次被村里“五风”监督评议理事会成员

“偷拍”，记录在该村“好人好事登记
本”中。对此，她却一无所知。直到接
到通知来到“好人好事积分兑换”活动
现场，她才知道可以参加积分兑换。

不止王爱花，当天参与兑换的群

众多达70余人。
今年11月初，白营镇推行“好人

好事积分兑换”制度，发动各村“五
风”监督评议理事会收集、记录村里
的好人好事，同时规定村民做好人好
事1次兑换积分1分，可当月兑换，也
可攒够一定数量再兑换。礼品分10
个档次，有食醋、食盐、围裙、毛巾、水
杯、雨伞等生活用品，积够 100分可
兑换一辆自行车。

北陈王村村支书张来宾是“五
风”监督评议理事会成员，一旦发现
有群众做好事，就立刻拿手机拍下。

“有些老人会主动去擦树墩、公共座
椅、休闲长廊，有的群众自发冲洗路
面，还有的小学生沿街拾垃圾……”
他把手机里村民做好事的照片一张
张展示给记者，“这些好事看似小，但
如果每个群众都能让做好事成为习
惯，改变的是整村风气。”

目前，白营镇在 8个村设立“好
人好事积分兑换”制度试点，明年起
将在全乡26个村全面推广。③4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石
大庆 翟洪武）记者12月27日从省林
业厅获悉，在近日举办的第九届中国
生态文化高峰论坛上，我省郏县姚庄
回族乡礼拜寺村等4个村与全国112
个行政村一起被评为“全国生态文化
村”。至此，我省被命名的“全国生态
文化村”已达28个。

“全国生态文化村”是指生态环
境良好、生态文化繁荣、生态产业兴
旺、村民生活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典
型示范作用突出的行政村，由中国生
态文化协会遴选命名。近年来，我省
各级林业部门把生态文化村建设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工作，通

过生态文化村建设，弘扬生态文化，
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打造具有生态文
化品质的魅力乡村。

此次我省入选的4个村均是绿色
浓郁、景色怡人。郏县姚庄回族乡礼拜
寺村林带面积500多亩，环村生态园种
植50个树种2.6万多株；济源市承留镇
花石村森林覆盖率80%以上，植物种
类1500余种；栾川县石庙镇龙潭村种
植了2000余亩红梨、白梨、樱花等经
济林，还拥有森林抚育基地、野生动植
物驯养基地；林州市原康镇柏尖沟村
每年举办“红叶文化节”以及山楂、核
桃、柿子采摘等生态文化活动，并将生
态文化融入村庄建设当中。③4

□本报记者 李运海

因为一连串的偶然，菊花从种植
到加工再到旅游，竟然发展成一个颇具
前景的脱贫致富产业，这是发生在林州
市的故事。12月26日，林州市脱贫攻坚
领导小组副组长蔡晓军说：“菊花在林
州的故事说明，只要干部群众拧成一股
绳，劲往一处使，偶然就能成为必然。
种菊花、赏菊花、喝着菊花茶奔小康，对
这里的农民来说，不是梦想。”

偶然之举栽出“致富花”

林州市河顺镇官庄村的崔保丰已
经两个多月没回郑州的家。他说：“今
年菊花大丰收，摘完后得赶快烘干加
工菊花茶，很多客商等着要呢。”

43岁的崔保丰称自己是无心栽菊菊
满园。2013年，他回家乡官庄村办起了
万盛家庭农场，流转坡地400亩种核桃，
并在核桃树间种些菊花来提高收益。

没想到，这一偶然之举，不仅让他自
己挣了钱，还形成了当地农村增收致富
的新产业。核桃还没见到钱，菊花已经

收益可观了，每亩金菊的纯收入在1万
元以上，金丝皇菊每亩地的纯收入更高
达5万元。后来，他专门流转200亩地
种菊花，加工的金丝皇菊茶畅销北京、上
海、深圳和江浙地区。

一看收益高，周边农民纷纷跟种菊
花，如今官庄附近菊花种植面积已有500
多亩。万盛家庭农场也与25户贫困户

“结亲”，优先安排他们在农场打工。
崔保丰偶然种菊花致富的故事，

在家乡悄悄流传，很多人都开始种菊
花了。

种菊种出生态园

2014年，林州市茶店镇翟二井村人
王留根从山西回到家乡，流转坡地500亩
种菊花。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王留
根说：“没想到自己一个偶然的想法，把家
乡的荒山变成了乡村旅游点。”

原来，每年深秋菊花盛开时，前来
观赏的游人很多。王留根偶发奇想：
何不建一个科普生态园，打造乡村旅
游点，既可美化家乡生态环境，又能带
动村民致富。

说干就干。他又流转土地 300
亩，以菊花种植为核心，挖河塘、种梅
花，在荒山坡上挖窑洞开饭店。如今
生态园有梅花园、水上乐园、陕北窑
洞、草原蒙古包等园区。

翟二井村共有贫困户25户，生态
园为他们脱贫致富提供了契机。贫困
户逯壮林在园区负责园林绿化管理，
每年工资2万元；聋哑人牛长江为游人
照相，一年能挣 2万多元。19户贫困
户还通过小额贷款入股，连续三年，每
年能分红3000元。

如今，每逢周末，这里游人如织。
承包窑洞饭店的村民任文军说：“真没
想到，过去这里就是荒山野岭，如今像
集市一样热闹。”

发展菊花全域旅游

菊花种植在河顺镇和茶店镇快速

发展，如今，这两个镇的菊花种植面积
已有1.2万亩。

茶店镇党委书记纪军法说：“我们
把菊花产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
一个综合性产业，大力扶持发展，并把
农业结构调整和美丽乡村建设、乡村
振兴有机结合，不仅发展了致富产业，
还美化了环境。”

茶店镇连续 3 年举办菊花文化
旅游节，并投资 2000多万元，重建了
10 公里长的“茶马古道”旅游观光
带，以菊花种植为核心，以翟二井生
态园等特色农业基地为翼，全力打造
集绿色种养、生态采摘、休闲娱乐、旅
游观光、餐饮购物于一体的生态旅
游。纪军法说：“未来，我们要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打造菊花长廊，让村民
房前屋后满栽菊花，把茶店打造成全
国的菊花之乡，让‘太行菊’名扬天
下。”③4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牛俊杰

养眼、养心、养肺……12月 27日，
在泌阳县赊湾镇到郭集乡的农村公路
上，路面宽阔，冬青如碧，一路上起伏
的山景如画，让人十分惬意。

“道路通，民心通。这两年修建的
赊郭路、赊盘路，给赊湾镇带来极大
便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全镇经济的发
展。”赊湾镇党委书记李婉玉告诉记
者，“镇里的土特产如葡萄、香瓜、萝
卜等，以前出村入城不太方便，路修
好之后，小货车直通农户门口，一度

供不应求。”
近年来，包括赊郭路在内，驻马店

市累计新修农村公路 1392.7公里，完
成投资 11.1亿元，“乡村畅通工程”建
设里程和投资在该市实现了双超越。

“路养护好了，去景区的人也越来
越多。借着景区的优势，给俺们带来
了不少商机。”当地的一位村民告诉记
者。位于确山县北部通往老乐山风景
区的农村公路已经全部完成升级改
造，于去年年底全线通车。公路沿线
的下何庄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拓宽
了脱贫致富的门路。

建好还要护好。驻马店市农村公

路县、乡两级分级养护的体制机制基
本完善，全市 163个有农村公路管养
任务的乡镇管养站实现了规范化建
设，还建立了养护质量与养护经费拨
付相挂钩的工作机制，加大预防性养
护和大中修工程实施力度。计划到
2020年，农村公路路网中中等路以上
的比例不低于 75%，路面技术状况指
数逐年上升。

与此同时，驻马店市积极编制专
项方案，明确全市农村公路交通运输
脱贫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年度实
施计划，推进有条件的县区农村公路
向自然村延伸，编制完成了山区20户

以上和平原地区50户以上具备条件的
自然村道路实施规划。截至目前，全
市 598个贫困村已有 173个实现了交
通脱贫目标。

驻马店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
说，该市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不断改善，
路况质量和服务水平逐步提升，基本
实现了有路必管、有路必养的目标。
在全市农村公路（县乡公路）中，省级

“文明示范路”达到499.6公里，占县乡
公路总里程的13.6%，高于全省11.6%
的平均水平，“四好农村路”建设正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交通条
件。③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12月 27日，洛阳市军民融合产业园
项目在洛阳高新区启动。

洛阳拥有全省唯一国家级军民结
合产业基地，军工企业众多，科研实力
雄厚，产品覆盖航空航天、船舶舰艇、
导弹修理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形成
了以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航空工业
洛阳电光设备研究所、中船重工七二
五所、中航光电等军工企业和科研单
位为核心，以民营中小企业为补充的
专业化军民融合配套协作生产体系。

据了解，洛阳市军民融合产业园
总规划面积 6.9平方公里，主要布局
航空航天装备制造、高端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研发制造四大
主导产业，以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
军民融合企业孵化器两大引擎为重
点，带动智慧园区、创新创业、科研转
化、协作交流、人才资源、投资融资、
军民科技成果交易、信息化管理八大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动洛阳市军民
融合产业实现跨越发展。

该园率先开建的军民融合产业项
目发展加速中心，旨在通过企业加速器
形式，引领带动高成长性中小型军民融
合企业加速成长，形成军民融合产业集
群。目前，该中心首批拟入驻汽车平视
显示器、陆海空无人作战系统技术中
心、超级电容等15个项目。③4

我省4个村荣膺全国生态文化村

洛阳市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启动

“好人好事积分”让好事“成风”

国家土地督察济南局约谈违法用地县

驻马店：道路通 民心通
关注“四好农村路”建设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无心栽菊菊满园

12月22日，在宜阳
县柳泉镇高窑村产业扶
贫就业帮扶车间内，村
民正在加工泳镜配件。
该车间建在村便民服务
中心院内，务工人员全
部来自村里的留守妇女
和贫困家庭。在家门口
就业，不仅收入可观，还
可以随时照顾老人和孩
子，受到了当地村民的欢
迎。⑨6 田义伟 摄

挣钱顾家
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