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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一大早，焦作市中站区龙洞乡十二会
村北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崎岖的公路上，两辆橘
黄色的电力抢修车显得格外耀眼。这是焦作市郊
区供电服务分中心王封供电所组织排除10千伏水
库线北业支线2号杆接地故障。

10千伏水库线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线路
全长32千米，全部位于焦作市北太行山脉的崇山峻岭
之间，承载着焦晋高速公路照明及服务区、峰林峡景
区乃至整个龙洞乡的用电。1月8日凌晨4时10分，
王封供电所值班员工接到电话，水库线沿线部分居民
客户停电。由于大雪封山，车辆无法前行，所长冯峰
立带领巡线人员徒步进山查找故障原因。9日上午，

经过近一天时间的查找，最终找到症结所在。
路上的积雪还未完全消融，抢修车辆小心翼翼

地前进。经过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艰难跋涉，抢修
人员终于来到故障点。但山高沟深，荆棘丛生，现
场根本没有路，施工任务变得异常困难。车子无法
开到跟前，5名抢修人员就人拉肩扛往现场搬运材
料。雪后初晴，脚下仍有大量的积雪，稍有不慎就
会滑倒。他们小心翼翼地拨开荆棘，摸索着前行。
虽然气温低至零下7摄氏度，但每个人都大汗淋漓。

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10千伏水库线北业支
线于11时30分恢复供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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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通讯
员 崔新娟）1月 14日，冰封雪冻，但温县祥
云镇王肇村69岁的范冬娥老人心里却暖烘
烘的。丈夫和儿子亡故后，自己独自领着
孙子孙女生活，命运多舛，笑容也少了许
多。但去年至今，家里的好事接连不断，自
己常常喜上眉梢：先是孙子孙女享受了教
育资助政策，近段时间县里大力开展“六改
五净一增”活动，有关部门给家里送来了各
种过冬物资，还帮助搭建了新厕所，心里别
提多敞亮了。

“六改五净一增”具体是针对贫困户无
围墙或危险、厨房低矮危险、院内无硬化、

室内脏乱差等情况，积极实施改院、改厨、
改厕、改门窗、改墙面地面、改照明线路；同
时，要门前净、庭院净、室内净、厨卫净、个
人卫生净，并帮助增添更新家具。2017年
12月至今，随着温县“六改五净一增”热潮
活动的掀起，像范冬娥老人这样感受“隆冬
帮扶温暖”的贫困户已有数千户之多。

活动中，该县实实在在入户调查、实实
在在帮扶整改，聚群力、集众智，强弱项，补
短板，进一步实施精准帮扶，为贫困村和困
难群众架起了“增改梯”，不仅促进全县262
个行政村村容村貌、户容户貌得到改观，也
提振了干群的精气神。

活动实施以来，先后有100余个帮扶小
分队深入帮扶村依户定策。浓厚的氛围，使
得本土爱心企业也加入活动中，通过“村企
结对”增强扶贫正能量。其中，河南中轴福
漫锻造有限公司为省级贫困村黄庄镇南韩
村出资15万余元用于村容改造、村内绿化、
垃圾清理等工程；张羌街道爱心企业捐款近
8万元为“六改五净一增”活动添柴加薪。

在人居环境得到提升，困难群众得到
温暖的同时，密切党群关系、增进村民团
结，提高基层干部群众和农村贫困人口健
康素养等也纳入“六改五净一增”中。元旦
佳节期间，该县 3575户贫困家庭，收到该

县卫计委送来的内装清热解毒口服液、板
蓝根、碘伏、棉签、创可贴、体温计等12种常
用药品和应急处置卫生材料的“健康扶贫
爱心保健箱”。

活动的实施，让困难群众房前屋后排
水顺畅，庭院周围整洁有序，屋内环境干净
清爽，家具物品有条不紊，全面改善贫困户
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同时，也改变了贫
困群众的精神面貌，提高贫困群众的存在
感、获得感和幸福指数。

据悉，目前，该县 11 个乡镇（街道）、
118个帮扶单位共有1906名帮扶责任人投
入到“六改五净一增”活动中。7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焦作市人社局被人社
部点名表扬啦！1月2日，人社部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下发函，
将部分大中城市开展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精准服务平台的
经验做法在全国推广，焦作市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2017年以来，为更好地服务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
焦作市人社局高度重视，以推进实施全国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标准化试点市建设为契机，积极应用人社部搭建的大中
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精准服务平台，促进供需精准匹
配，取得明显成效。平台推广以来，全市共办理高校毕业
就业手续8827人，就业率达78.2%，比2016年提高2个百
分点。7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风险如何防控？标本
兼治、打防并举、以防为主，焦作市国税局提升站位，强化
担当，压实责任，打好“组合拳”强化风险防控。

标本兼治，强化内控机制建设正本清源。该局大力培
育内控文化，完善内控制度推进机制，将内控工作列为“一
把手”工程，编制《内控知识十问十答》，普及内控知识。明
确职责分工，激发内生动力，确保内控制度落地生根。

累计查处虚开案件22起，涉案金额14592万元，税额
2489万元；查处违规使用发票企业70户，涉及金额16954
万元，查补税款2889万元，焦作市国税局打防并举，提升办
案技能，强化办案保障，创新检查手段，提高办案效率，税
警联合重拳打击虚开骗税。税警联席会议确定重点合作
项目，2017年联合开展了3次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

以防为主，强化内外教育增强风险意识。该局着力强
化知识教育和学习培训，提高防控能力，内部相关人员累
计参加培训620人次。对高风险纳税人举办风险宣讲会7
期，分门别类讲解虚开发票的危害和防范措施，截至目前，
累计参加培训1100户次，通过培训使企业财务负责人成
为虚开风险防火墙的“第一道防线”。7

本报讯（通讯员 袁方）自2017年 11月初冬季火灾防
控工作开展以来，焦作市组织多部门联合行动，全方位、全
覆盖排查各类场所，高压态势消除火灾隐患。截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共检查单位 13678 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31163处。

冬季火灾防控工作开展后，该市以持续开展消防安全
专项治理为突破口，组织公安、消防等部门，对商场、市场、宾
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学校、医院、社会福利机构、劳动密
集型企业等人员密集场所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力度，建立
完善工作台账，督促整改火灾隐患。此外，还组织民警指导
各乡镇（街道）深入推进出租房屋消防安全治理；推动高层建
筑隐患问题整改，推动每栋高层公共建筑和每个高层住宅小
区建立微型消防站；深化电气火灾综合治理，积极推进电气
火灾隐患集中区域实施线路集中改造。7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宋海波）态度
好不好？办事快不快？窗口单位的服务质量直接决定了
群众的满意度。近日，沁阳市公安交警大队以窗口单位为
突破点，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采取多项
举措，优化“窗口”便民服务措施，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办事
便捷。

强调“换位思想”，规范办事程序。该大队要求民警在工
作中注意保持“宽容心态”“换位思想”，以换位思考的角度，以
宽容的心态对有异议的办事群众进行耐心解释、劝导，时刻以
平和的心态来面对每一位办事群众。对事故及违法处理流程
进行再梳理、再优化，详细告知前来办理事项群众须携带的材
料、证明，及时提醒缺漏事项，切实做到让群众“少跑一次路，
少等一分钟。”

提高服务水平，优化窗口环境。利用班前岗后等业余
时间，对各自业务所涉及的政策法规、法律条令、办事流程进
行反复地再学习、再培训，使全体民警都成为业务岗位的“多
面手”。同时，从小处着眼，从细处入手，加强“窗口”环境的
卫生清扫，给前来办事的群众提供温馨的环境。7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姬姣姣）2017年，武陟县谢旗
营镇多措并举打赢环保治理“攻坚战”：去年全年，共治理

“散、乱、污”企业38家，3家管控企业中两家停产、一家限
产，486家确定为“双替代”的农户全部完成替代……

针对环保部和省市县反馈的问题，谢旗营镇重点抓好
三项工作：“控煤”，加强企业燃煤锅炉巡查，对一些餐饮场所
使用煤球情况进行检查，严禁出现私自使用散煤进行生产经
营行为；“控企”，镇大气办分三个组，每天分片区对镇域范围
内的限产停产企业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当场限时整改；“控
尘”，一方面，督促主干道沿线停车场硬化地面、安装喷淋设
施，杜绝大车“带泥上路”问题；另一方面，按“封土”行动要
求，做好料堆覆盖。

与此同时，该镇还通过加强宣传，营造全民参与的环
保大环境，健全机制，实现基层环保工作的常态监管，落实
责任，实现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的双推进。7

武陟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翅膀”

武陟县谢旗营镇

“组合拳”攻坚环保治理

沁阳交警

擦亮“窗口”提升服务满意度

高压态势消除火灾隐患
两个月督促整改火灾隐患3万余处

焦作市国税局

多措强化税收风险防控

焦作市人社局

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经验全国推广

政府架起“增改梯”群众登上“幸福楼”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全县平台类、应用类、服务类电商

企业 341家，电商从业人员超过 4300

人，是阿里巴巴河南省首批万村万企试

点县，成功创建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1月 13日，武陟县电商办晒

出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成绩单。

“武陟是四大怀药的原产地和主产

区，很多特色农产品物美价廉。让本地

农产品插上互联网的翅膀，销售到全国

各地，是我们的追求。”该县电商办负责

人如是说。

2017年 10月 25日，霜降过后，在武陟县大虹桥
乡“村与良田”示范基地，农民们忙着挖山药。说到
销路，他们丝毫不担心，“地主”在他们种植山药之
前，已经付了订金。他们挖出的山药，经过包装之
后，发往全国各地的“地主”手里。

“山药地的地主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从网上买到
这块山药地，在微信中关注山药成长，挖出的山药归
他们所有。农民变成网络地主雇佣的工人，采用有
机生产模式帮助地主种植管理收获山药，这个模式
叫作土地众筹。”大虹桥乡干部郑亚东是这个项目的
发起人，他很早就有这种想法，让种植户代管代收、
地主承包土地，农民与消费者直接面对面，消除了中
间商，打造一种从地头直达城市餐桌的农业生产新
模式。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让郑亚东的构想变成了
现实。城里人热切参与，庄稼人乐于接受，一分地收
益 2000多块钱、比自己种地强很多，于是越来越多
的种植户加入到郑亚东的“村与良田”项目经营中。

郑亚东还把这个经营模式与精准扶贫联系起
来，以每股 1000元、每年 12%的收益吸引贫困户加
入，3年时间累计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山药近500吨、
创收600多万元。

这些年淘宝京东虽然火爆，但电商物流下乡难的问题
让广大农民难以享受到便捷的电商服务。

武陟多美多超市的秦玉林和张俊巧这对夫妻看准这个
风口，瞄准服务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开始打造多美
多的农村电商平台。

据介绍，多美多通过在农村布局网点，在村里建立微信群，
接受农民的微信订单，把蔬菜、面条、豆腐、馒头这些日常食品

按照网络订单称重分包，用自己的物流车辆配送到农村。
“微信卖菜、又好又快，咋能不愿意呢！”张俊巧说，现在

多美多已经在45个村设立了示范点，下一步还要继续扩大
规模。

随着平台越做越大，多美多也在电商扶贫中起了大作
用。前不久，多美多就帮助该县詹店镇冯庄村和大虹桥乡
朱原村两个贫困村卖掉30多万斤土豆。

2017年 11月 1日，武陟县县长秦迎军通过淘宝直播平
台介绍“武陟大米”迅速在朋友圈刷屏，“县长直播卖大米”
引来广大网友热议。当年的“双11”，武陟大米天猫官方旗
舰店新店销量名列前茅。

武陟地处黄沁河冲积地带,其土壤有机质和氮磷钾含
量丰富。据记载,明洪武年间当地即有莲藕和稻米间作的
农耕传统,所产大米蒸煮后荷香浓郁。但是，武陟大米却长
期面临着“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尴尬。这次武陟大米上天
猫，演绎了一个传奇！

近年来，除了大米，当地的羊毛汽车坐垫、鸭肉食品、怀
山药、山药挂面、本地大白菜、胡萝卜等特色农产品也热销
电商平台，其中尼罗河羊毛汽车坐垫连续两年斩获“双11”
同类产品销售第一名。

武陟县电商办负责人说：“如今在网上几乎可以买到武
陟所有知名的特色农产品，以往在农村像土疙瘩一样不起

眼的花生、地黄、牛膝等农产品，都成了网上的抢手货。”
近年来，为了支持电商产业发展，该县帮助全县农村淘

宝店注册小微电商企业、发放工商营业执照，让农村电商开
启正式创业模式。

为了培育电商人才，武陟启动分级分类万名电商人才培训
计划，利用黄河交通学院、职教中心和飞地电商孵化园，重点对
农民工、残疾人、扶贫对象开展免费电商创业指导培训，构建政
府、高校、协会、企业“四位一体”的电商人才孵化培训机制。

此外，该县还建设了互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综合
管理平台，涵盖大田种植、设施农业、畜禽养殖、农业园区及
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了对农产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各
个环节进行有效监管。

武陟还与阿里巴巴签约，成为阿里巴巴河南省首批万
村万企试点县，目前落户旺农贷等多个项目、孵化小微企业
66个。7

大山深处
“风景”美

铁棍山药
遇上“超强大脑”A

“豆腐白菜”登上电商平台B

武陟大米叫响天猫商城C

小超市做起“大买卖” 县长站台卖大米

挺进大山

齐心协力
运送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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