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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鸡毛蒜皮的事儿多，社区对精神文化需求
高，所以我们设置服务项目时就要因地、因群众制
宜，不搞一刀切、形式化。”新野县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赵玉鉴当过乡镇党委书记，有丰富的基层经验。

记者在新野县上庄乡山坡村党群服务中心看
到，在一楼办事大厅专门设置了农业技术服务窗
口、电商培训等。“村里晚秋黄梨、中药材等产业基
础好，我们因地制宜，专门设置了服务窗口，群众遇
到难题，一个电话，专家到田间地头现场指导。”该
村党支部书记山洪远说，农村信用社的一卡通终端
快建好了，到时候村民不出村，低保、五保、补贴、存
取钱统统都能办妥了。村里正建的餐饮服务大厅，
专门为农村红白喜事提供场地和服务。

“这就叫服务超市化，群众需要啥咱就服务
啥。”南阳市委组织部的负责人说。

工厂上班都是流水线作业，不是说走就能走，
父母没在身边，放学接孩子成了大难题。记者在桐
柏县城关镇银兴社区看到，该社区专门设置了六点
钟学校，除了每天下午放学的作业辅导外，还教孩
子唱红色歌曲、背诵经典名句等，帮社区居民切实
解决了难题。

“生活中不全是阳光灿烂的事情”。为做到难
有人帮、事有人管、心有人宽，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温暖，今年9月，南阳出台了《关于开展村
级服务群众专项基金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通过
财政投入、党费补助、社会赞助等方式筹集资金，每
村按照每名群众5元-10元的标准列入预算，主要
用于村级党组织开展各类帮扶活动。目前，在南阳
很多县区，都设置服务群众专项基金，专款专用、民
主决策、公开透明，增强了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和
支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该市在“强基工程”基础
上实施的“四联两聚”活动成效显著：各大党群服务
中心增设生活服务窗口，代收电费、水费、电话费、
包裹代办等，更不用说棋牌室、矛盾调解室、儿童托
管中心、健身室、卫生室等基础服务了……如今，在
南阳，群众点单干部配餐成为一大特色，服务超市
化不再是新词儿。

“南阳各县区正推进实施党建信息平台建设，我
们就是要用互联网为党建工作插上腾飞的翅膀。”南
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吕挺琳对南阳党建未来发
展充满期许，他说，在不久的将来，智慧党建将成为
南阳党建另一个熠熠生辉的品牌。6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2月 21日，南阳
市45家企业在中原股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这是南
阳市有史以来集中挂牌企业数量最多的一次。

截至目前，南阳市共有挂牌企业133家，数量位
居全省各省辖市前列。此次集中挂牌的45家企业
涵盖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纺织服装、养殖业等领
域。长期以来，南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的挂
牌上市工作，先后出台实施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意
见等系列扶持措施，开辟绿色通道，加大扶持力度，
鼓励引导创新型、高成长型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
场融资。以精准、高效、优质的服务，为企业创造了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南阳市企业挂牌上市工作呈
现出加大推进、稳中发展的良好态势。

南阳市 45 家企业成功挂牌中原股权交易中
心，为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实现转型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企业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规范
运作，加大融资、融智、融商力度，做大做强主导产
业，不断提升综合实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6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封德 杨豆豆

从西峡县城到寨根乡桑树村,沿高速需
要近40分钟的路程。若不是修通的宛坪高
速拉近了其与县城的距离，这个位于县城西
北部的山村几乎是西峡县的“死角”：客难进
人难出，软弱涣散积习深。

为了桑树村的 28户贫困户，今年 4月，
谢飞营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来到了这里，迎接
他的有酸楚、有苦辣、亦有甘甜。

上任第一天迎来“下马威”

“县委办让我来做第一书记，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是我长在农村，又有在农村工作的
经验，却没想到上任第一天就给了我一个

‘下马威’。”12月 15日，谢飞营告诉记者。
第一次与全村党员干部见面，本来通知

10时开会，到了 11时，全村 25名党员只去

了 12个，谢飞营刚作完自我介绍，就有人撂
下了“狠话”：“谢书记，你要是真心来扶贫，
就要给群众办实事，让群众得实惠，可别老
整些花拳绣腿没用的东西。”话音未落，一个
又一个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把村里损坏的
路修修”“把防洪大坝修起来”“文化广场早
该改造了”……

“虽然话不中听，可我听得出来，这些
都是老百姓长期的诉求。”谢飞营说，迎面
而来的“下马威”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村里
的症结和需求所在：党员干部在群众中的
威信不高，基础设施落后，扶贫政策宣传不
到位……

时间不等人，谢飞营决定从党建工作入
手，建立起一个百姓靠得住的“堡垒”。两个
月的时间里，怀揣着全村村民、党员、贫困
户、低保五保户、村组干部“五份名单”，他
一户一户摸排走访，一个个说服有能力的党
员，先后在村里建起了独立的党群服务中
心，让全村的党员干部有了一个活动的阵

地，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每个月20日的党
员活动日成为惯例。

建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堡垒”，换来的是
村里党群关系的和谐，也为村里的扶贫工作
打下了基础，在村里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商议
下，继续将香菇作为这里的支柱产业进行发
展，实现村里的“造血”功能。

乡亲们过不好难安心

尽管谢飞营驻村只有短短八个月时
间, 桑树村人们的生活却有了不小的变化：

“天好的时候来文化广场上打打陀螺，
健健身，得劲儿。”村民陈延寿发现，村里多
了一个党建文化广场和一处游园。

“今年我家炕香菇，没停电，顺顺利利
的。”余丰勤发现，不知何时村里的4台变压
器焕然一新，家里的电稳定了不少。

香菇基地前修齐了 800 米长的防洪大
堤，再不用担心雨天水淹香菇大棚；村小学

门前坑坑洼洼的水泥路被翻修一新；村里正
在加紧安装自来水管道；县残联一次性为 9
户残疾人办了残疾证……

“谢书记为了桑树村把自己的女儿从县
城小学转到了我们村小学,为村里带来了这
么大的变化,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努力。”贫困
户张佰印说，谢书记带着驻村工作队为村里
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桑树村的面貌正焕然
一新。

今年 9月，谢飞营的女儿该上小学一年
级，因为家里无暇照顾孩子上下学，有人劝他
向单位申请换人驻村，他却毅然拒绝：村里的
工作刚有了眉目，不能撒手不管。于是，他不
顾家里人反对，把女儿带到了桑树村。

说起这些，谢飞营告诉记者这是他的责
任：“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
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作为驻村书记，只有俯下身子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让全村人都摆脱贫困、过上
幸福的生活，我这心里才安生。”6

□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 本报通讯员 廖涛

“这棉鞋又暖和又结实，在外面还真是买不
来。”12月 15日,南召县南河店镇郭营村的贫困户
黄廷付在村里的“爱心超市”试穿了一双棉鞋，非常
合脚。棉鞋是该村张显丰老人和儿媳一针一线手
工编织而成，前几日张显丰委托其儿媳把17双棉靴
和11件爱心大礼包捐赠给“爱心超市”。

在“爱心超市”里记者看到，货架上整齐地摆放
着10袋大米、10桶食用油及各种调味品，2个衣架
上挂着数十件棉衣，屋内还堆放着10多件爱心大礼
包。这间“爱心超市”是由定点帮扶的南召县林业
局17名扶贫帮扶干部筹划成立的，帮扶干部自发捐
赠衣物、粮油、善款、文具、油菜种子等，并建立了捐
赠款物接受台账、发放台账和管理制度，免费向有
生活困难的贫困群众发放捐赠物品。

记者随手翻阅捐赠接受台账簿看到，南召县林
业局无偿为爱心超市提供油菜籽300公斤、学习用
品100件，15名帮扶干部捐赠衣物99件，捐赠善款
3200元……捐赠款物发放台账簿则显示，该村 10
户贫困群众领取衣物51件、该村12个村民小组领
取油菜籽300斤……台账清晰整齐。

据了解，目前在南召县有30个贫困村设立了“爱
心屋”“爱心超市”“爱心捐赠室”，发动帮扶干部、本村
爱心人士和在外创业成功人捐物捐款，建立爱心救
助基金，用于救助救济贫困群众、孤寡老人。6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司马连竹）“今年要在
新家里过年了！”12月 20日，家住内乡县余关镇子
育村的张定林说起自己的新房，心里乐开了花。一
家人住了半辈子的瓦房在扶贫帮扶中被列入农村
危房改造对象，按照标准获得了补助，如今全家住
进了新的楼房里。

记者从南阳市住建委获悉，截至2017年 12月
中旬，像张定林家一样，被农村危房改造确定的“应
改尽改”对象共25495户，目前已基本竣工。

据了解，农村危房改造作为脱贫攻坚“两不愁
三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2017年国家下达南阳市
农村危房改造数量为7265户，补助专项资金1.119
亿元。南阳市在对全市各县区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分散供养贫困户和贫困残疾人家庭进行精
准识别的基础上，确定了“应改尽改”对象共25495
户，为落实“应改尽改”改造任务，整合各县区扶贫
资金3.1962亿元，提高国家确定的补助标准，最高
提升至每户4万元，超额完成国定农村危房改造任
务数量。6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王娟)12月 19日，记者
从南阳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获
悉，截至12月18日，南阳市中心城区大气环境优良
天数为231天，同比增加38天，提前完成2017年省
定南阳市大气环境优良天数205天的年度目标。

为保卫蓝天白云，南阳市全面普查大气污染源
底数，实施大气污染违法行为有奖举报。走访入
户宣传241万户，发现并整改大气污染问题850多
个。目前，已取缔改建散煤销售点79户，查处渣土
车各类违法5926起；拆除取缔黑加油站点123家，
关停整改 211家；整治了一大批露天烧烤商户、露
天喷漆汽修店。对环境污染监管不力的单位和责
任人实施约谈问责，现已累计问责处理各级领导
干部114人。从12月 1日起，南阳市360个各类建
设施工工地已全部实施“封土”，严格执行“错峰”
生产。全市纳入错峰生产的66家企业已全部实施
停产、限产措施。6

“爱心超市”暖心窝

南阳2.5万户贫困群众
搬入新居过新年

南阳市提前完成省定年度目标

环境优良天数同比增加38天

南阳45家企业在中原
股权交易中心集中挂牌

信息速递

把根扎在桑树村
——记西峡县寨根乡桑树村第一书记谢飞营

农业专家到苍台镇后湾村指导农民做好小麦吸浆虫防治工作

□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梁小红 侯子罡

“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
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
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
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党的十
九大报告对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南阳市委书记张文深说：“近几年，从
‘强基工程’到‘四联两聚’，南阳基层组织
建设唱响了‘有形’到‘有力’再到‘聚神’三
部曲，实现了党建项目化、村干部职业化和
服务超市化，充分发挥了基层组织政治引
领和服务、凝聚群众的功能，让群众‘有难
找支部、有事找干部’成为新常态。”

“基层党建概念太大，虚头巴脑的，到底怎
么抓，心里没底。”过去农村支书年龄普通大、
学历不高，“带班子、强队伍”自然无从谈起。

到底如何抓才能虚功实做？近年来，南
阳把抓基层党建纳入绩效考评，坚持运用“四
季督查”法，强化对基层党建工作的过程和效
果管理，让基层党建工作实现项目化管理。

“近两年是淅川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最快
的时期。”淅川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稚给
记者认真算了一笔账，他说，仅 2017 年就投
入一个多亿，目前全县 500个村（社区）服务
阵地实现了全覆盖，350 个村（社区）党建信
息平台实现了县、乡、村三级平台互联互通。

“党员培训、会议通知、党务培训，在不在岗，
一键查看，随时连线，扶真贫、真扶贫可不是
一句空话。”淅川县上集镇关帝村第一书记赵
光旗语气坚定。

除了党建工作项目化管理，这也得益于
南阳持续实施强基工程带来的变化。南阳市
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鹏掰着指头说，从
2014年开始，南阳增加支出基层党建专项资
金 3亿元，建立起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投
入和党费补助为辅的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保障
机制，“近三年，仅这一项就投入十几个亿，在
全市村级组织普遍建成了具有较高标准的活
动场所，彻底告别了村干部‘树下议事、支书
家里开会’的窘境。”

12 月 20 日到 21 日，是南阳市一年一度
的全市党建现场观摩会，南阳市委组织部主
要领导亲自带队，所到之处皆是“风景”。

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别有洞天：综合服
务楼、日间照料中心、文化娱乐广场三大主体
功能区，融咨询、服务、管理、培训、健身、娱乐
等诸多服务功能为一体……呈现在眼前的是
社旗县李店镇东裕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南阳市新建和改造
的各个村活动场所设置为“一厅五室”，社区
活动场所设计为“一厅十功能”，打造集村级
办公、便民服务、民事调解、教育培训、文体
娱乐、就业扶贫等 6大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阵地。

高大上的服务阵地建起来了，谁来服务？服务质量如何保障？“过
去村干部报酬低，村干部也要养家糊口，农活一忙，就没人值班了。”方城
县博望镇前荒村老支书徐运芝打开了话匣子。为从根本上激发党员干
部的内生动力，南阳市4000多个行政村，3万多名现任、离任、后备村干
部全部建档，参照国家干部标准规范造册管理，让党员有了归属感。

“两三年时间，村党组织书记工作报酬由每月600元提高至每月
2000元，几乎翻了两番。”南阳市委正处级组织员高峰说，除了提高村
干部工资，还建立了村干部社会保障制度，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
准为村（社区）干部补充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通过大投入，真
正做到让主职干部用心、在职干部安心、退职干部顺心、无职党员暖
心，村干部“职业化”渐成现实。

基层党组织战斗力的强弱、号召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
员干部及党员作风好坏、素质高低。为提高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南
阳按每个党员10元的标准建立党建专项经费，以每人每年800元的标
准建立起乡村两级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

南阳实现党建项目化，村干部“职业化”，服务超市化，让群众——

有难找支部 有事找干部

党建项目化让
“树下议事”成往事

有形

村干部“职业化”激发内生动力有力

聚神 服务超市化让
党与群众无距离

毕店镇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助群众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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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专家到湖阳镇寨桥村指导小麦病虫害防治

方城党群服务中心

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努力践行新发展理念 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