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一个城市的功能、品位、形象，既
要“强筋壮骨”，完善基础设施，又要“蕴含
灵气”，强管理提素质。

6月 8日，卫东区魏寨农贸市场内，一
个个商铺鳞次栉比，一辆辆进出货车井然
有序。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来这里
是一家又一家、杂乱无序的‘路边摊’。通
过整治，我们为商户建起了大凉棚、冷库，
还实施了专业化管理，如今成了远近闻名
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地。”

从治理城市管理薄弱环节以及“脏乱
差”现象入手，平顶山优化市容环境、居住
环境，集中整治道路交通秩序、食品安全，
重点向主要街道、集贸市场、城郊接合部、

居民区卫生死角等“脏”问题，乱搭乱建、
占道经营、乱贴乱画和车辆乱停乱放等

“乱”现象，服务系统、窗口行业态度不好、
效率低下等“差”行为，亮剑开刀，让城市
的“脸面”靓起来。

6月7日上午，平顶山市新华区干部职
工读书中心里，书声琅琅。30多名中心的
成员围绕“阅读让人成长”的主题，结合自
身的阅读体验，开展学习读书交流活动。

市民的文明素质是一个城市的灵魂。
如何增强市民文明素质，进而提升城市文明
程度、城市文化品位？平顶山大力实施文明
倡树工程，通过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推进科学理论武装常态化；通过举行“道
德讲堂”活动，普及道德规范、讲述道德故
事；通过开展“书香飘鹰城·文明伴我行”“唱
响中原、文明鹰城”等活动，不断优化人文环
境和生活环境；通过评选“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美德少年”等活动，涌现出一批中国
好人、河南好人、鹰城好人……在全市倡树
崇德向善、文明有礼的社会风尚。

从起于春天的一个期许，到耕耘至金
秋的一份收获，伴随着“四城联创”的铿锵
脚步，相信，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天蓝
地绿、街净路畅、水清城美”的画卷映入鹰
城人民的眼帘。8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宏怡
本报通讯员 王晓伟

聆听名师课堂、与城区孩子共庆“六
一”、收到赠送的文具“大礼包”……今年的

“六一”儿童节，对于郏县 4所贫困村幼儿园
的 320余名贫困儿童来说，意义非凡，他们
不仅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的陪伴，而
且依托“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实
现了一个又一个“微心愿”。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教育扶贫是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近年来，郏
县教育局以“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
动”为抓手，构建覆盖全县的帮带网络，通过
学校结对帮带、教师结对帮扶、学生结对互
助，促进全县各学校在学校管理、教师成长、
教学教研、学生教育等方面的提升，有力地
推动了教育扶贫攻坚工作，彰显了教育公平

的发展内涵。

“校校”帮扶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普惠

今年 4月，郏县教体局印发了《郏县基
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实施方案》，
由县教研室会同业务股室及城区优质学
校、乡镇中心小学，帮扶全县 100所薄弱学
校。

前不久，在“郏县教育系统扶贫捐赠仪
式”上，新城中学、新城小学等6所学校与18
所乡镇中小学结成了帮带对子，并辐射到周
边 57所学校。郏县教体局有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结对学校间，可以通过开展管理工作
经验交流会，实现学校管理水平的帮扶共
进，还可以通过城区优质学校送课下乡、邀
请结对学校“进城”等方式，开展教研活动。

此外，城区优质学校与结对学校的师生之间
还可以结成“一对一”“一对多”帮扶对子，助
力教师专业水平提升，促进学生间的交流和
成长。

“师师”帮扶
助力教师专业水平提升

入夏以来，郏县的“师师帮扶”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郏县第一实验中学
名师为堂街镇中学送去了中招化学备考策
略，新城中学名师为茨芭镇中学送去中招作
文专题讲座……

今年 3月，郏县启动了“十佳带百优，百
优推全县”的名师引领计划，以“全县十大班
主任”为依托，着力培养“全县百优教师”，还
成立了 6个名师工作室，在全县范围内抽调
骨干教师，采取学科沙龙、校际“三同”等形

式，与全县各薄弱学校教师开展学科研修，
加快全县师资水平提升。

“生生”帮扶
点亮贫困学生“微心愿”

“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中，郏
县还倡导成绩优异的学生与贫困学生“结亲
戚”，通过捐赠学习用品、学习指导帮助等形
式培优补差，点亮贫困学生“微心愿”，增强
贫困学生的感恩励志教育，提升城区学生的
社会公德仁爱之心。

春风拂槛暖郏城。数据显示，活动开展
以来，全县累计捐赠交互式电子白板 76套、
书包 3300个、书籍 11000册、文具 3120件，
结成教师帮扶对子 760 对、学生对子 3660
对，为每一个贫困学生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

郏县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警示教育“零距离”

地方传真

舞钢市

向“慵懒散”亮剑问责

本报讯（平顶山观察记者 李修乐 通讯员 梁静）“这
样‘零距离’的警示教育方式，对我们更具有心灵上的冲
击力……”5月29日上午，当郏县白庙乡政府民政所原副
所长卢某走上台，为自己以多入账方式侵占公款的违纪
事实作检讨时，台下的同事都感到了心灵上的震撼。

据了解，当日，这样的警示教育大会同时在王集
乡侯店村、茨芭镇吴洞村举行，200多名党员干部现场
接受了警示教育。

为了使以案促改工作真正起到“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效果，郏县纪委创新警示教育形式，对近年全
县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全方位梳理，筛选出精准脱贫、
懒政怠政、扫黑除恶等领域的典型案件，作为以案促
改工作的教育资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增强以案
促改工作针对性。此外，在警示教育工作中，对能够
主动报告问题并自愿公开检讨者，将依纪减轻处理。

“一方面，是为了给犯错误的同志一个红脸出汗、改过
自新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以这些同志的深刻教训，给
其他同志以警醒，达到未雨绸缪的目的。”郏县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察委主任张海涛说。

王集乡侯店村秘书张某在支付该村万亩农田开
发项目施工队生活补助时，伪造票据，将其中 4000元
据为己有。案件查办后，他在警示教育大会上公开作
了检讨。“当时有人考虑到张某已60多岁，怕面子上磨
不开，但是，经再三思考之后，张某最终愿意走上台
去，以自己的深刻教训警示他人，使案件查办起到了
良好的效果。”郏县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张川说。

“零距离”警示教育，不仅深刻警醒了违纪者本人，
警示了其他党员干部，也对普通群众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5月29日下午，在郏县茨芭镇吴洞村，当看到村干
部因为在扶贫项目中把关不严而受到纪律处分，并当
着干部群众的面公开作检讨时，村民王某说：“以后不管
申报低保，还是申请补助，咱们也要一是一，二是二，不
能为了自己的私利，让干部做违反原则的事情。”

据统计，今年以来，在以案促改工作中，郏县已组
织召开“零距离”警示教育会 13场，受教育党员干部
3000余人。8

本报讯（通讯员 张旭长）“真不好意思，今天我
们的菜都卖完了，明天早点来吧。”6月 8日下午，湛
河区曹镇乡艺隆生态园老板史建国满脸歉意地对本
市的几家超市采购员说。当前正值蔬菜盛产的季
节，但湛河区很多合作社的农产品却供不应求，以至
于一些合作社老板不得不采取限购或提前预约的模
式销售。

“这些农产品之所以这么热销，靠的就是国家农
产品‘三品一标’这块金字招牌。”湛河区农林水利局
局长杨友峰说。

近年来，湛河区按照“生态强区、绿色发展”战略
部署，以强力推进现代农业“三品一标”为抓手，严格
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的生产管理，推
进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加快生态农业发展，助推辖
区农业经济转型发展和土地效益提升。

该区指派农技专家分包农业合作社，定点进行技
术指导，要求辖区农业合作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的
标准种养殖，并组织相关部门实地抽样检查，规范监
督生态管理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该区对小龙虾养
殖等新引进的项目，每亩每年给予 500 元—1000 元
的生态管理补贴，连补 3年，以鼓励规范辖区农民发
展生态种养殖。

对于形成规模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湛河区加快
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证工作，大力创建规模化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提
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据统计，目前该区已经完成
市级以上示范合作社认证14家，完成“三品”认证的农
产品 20余种，其中曹镇大米于 2017年 8月完成农业
部地理标志认证。

此外，该区还通过在本地与外地举办美食节及特
色农产品推介会，主动与各大商超、快递公司及网络
销售平台签约等形式，进一步提升“三品一标”社会影
响力。8

本报讯（通讯员 彭冲 刘海军）6月 5日，记者从舞
钢市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获悉，为彻底根除“慵懒散”
现象，舞钢通过“三比三争、实干为民”长效机制，即比
发展、争进位，比服务、争效能，比作风、争奉献，向不
敢担当、不能担当、不善担当者“亮剑”问责，目前给予
党政纪处分1人，组织处理4人。

今年以来，舞钢市把整治慵懒散、为官不为作为
当作整顿干部作风的关键环节来抓，通过思想大讨
论、发展大对标、民情大调研、作风大整顿、落实大评
比等制度机制，着力解决党员干部“能力不足不会为”

“动力不足不想为”“担当不足不敢为”等突出问题，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该市结合省市巡视巡察发现的问题、“两学一做”
专题教育，以及调研所掌握的情况，深入开展自查自
纠和对照检查，拉出问题清单。在接受群众来信来访
的同时，充分利用“清风舞钢”微信平台、网站等多种
载体，拓展信访渠道，查找党员干部慵懒散软疲、吃拿
卡要拖等懒政怠政、不作为、不在状态问题 8个，并登
记造册，建立专门台账。

为抓好整改落实，该市先后召开3次推进调度会，
明确各单位“一把手”为整改第一责任人，限期要

“账”，并把懒政怠政、为官不为问题整治情况作为整
饬机关作风的重点，不定期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
反弹。此外，还完善了容错纠错免责实施办法，采取
教育引导、风险防控等措施，给予干事创业者撑腰鼓
劲，构建起“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的政治生态环境。8

湛河区

擦亮农业发展绿色招牌

郏县深入推进“基础教育百千万帮带春风行动”

帮带网络打通教育“微心愿”

平顶山全力推进平顶山全力推进““四城联创四城联创””

增颜提质增颜提质 让城市宜居宜业让城市宜居宜业

初夏时节的鹰城就像一幅油画，

绿的、黄的、红的色彩融合碰撞，展现

出旖旎多姿的美：街道上干净整洁，公

园内绿树成荫，湛河两岸花红柳绿，白

龟湖畔野鸭嬉戏，工人文化宫内市民

欢聚一堂，载歌载舞，马路上“小红帽”

“黄背心”成为独特的风景线……

创建，让城市更美好。从 2006

年至今，平顶山围绕提升城市形象，以

城市创建促发展惠民生，先后将中国

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

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数字城市

建设示范市、河南文明城市等多项有

分量、有价值的荣誉揽入怀中，打造了

一个又一个烫金的城市名片。

然而，城市建设不止步。今年，

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再次发起城市创

建总动员，开启三年“四城联创”之

路：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为

引领，“强筋壮骨”增颜值，“蕴含灵

气”提气质，确保国家卫生城市、国家

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复审顺利通

过，确保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创建

成功，真正让城市既好看又好用，让

群众幸福安康。

“四城联创”，是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平顶山市委书记周斌说：“这是 500多万鹰
城儿女的渴望，是提升城市形象的需要，是
干部加压奋进、真抓实干的责任担当，是平
顶山实现高质量发展、跻身全省第一方阵的
生动实践。”

一场全市“四城联创”工作动员会，正式
打响了酝酿已久的攻坚战。针对基础设施不

“硬”、城市管理偏“软”、市民文明素质不高等
问题，平顶山着力实施硬件补强、环境创优、
文明倡树三大攻坚工程，重点推进园林绿化、
全域林网建设、市容环境整治、公民道德提升
等15项工作，扮靓城市容颜、提升城市气质。

面对指标多、任务重、要求高，平顶山市
市长张雷明坚定地说：“这是一场硬仗、恶仗，
必须打赢的仗。”为此，平顶山成立了高规格
的“四城联创”工作指挥部，由市委书记任政
委，市长任指挥长，7名副市级干部担任副指
挥长，牵头负责总体协调、任务落实、督促检
查、考核验收等工作。各区和市直责任单位
也纷纷建立上下一致、左右协同的领导机制，
对标创建目标，细化量化《实施方案》，制定
《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形成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合力抓、条块结合共同抓、职能
部门配合抓、专门机构具体抓的责任体系，逐
级传导压力、夯实责任、狠抓落实。

近日，市委书记周斌不打招呼，先后来到
市区黄河路、开源路等处，实地察违章建筑拆
除，看占道经营治理，询卫生保洁、扬尘管控
等工作情况。

“四城联创”以来，类似这样大员上阵地
突击暗访已成为常态。为推进创建工作优质
高效完成，平顶山实行市级领导分包联系城
区、重点道路、分管口创建工作机制和县级干
部带队每天夜间联合执法制度，并以街道、社
区和庭院、楼栋为单元，建立三级网格化全覆
盖管理机制，还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创
建志愿工作。此外，在引进第三方评估的基
础上，组建专项督查组每天进行暗访，严格奖
惩问责，硬起手腕查问题、督进度、促实效。

加压奋进 吹响冲锋号角

自动感应出水、除臭、烘干、照明……
还 有 中 央 空 调 、音 响 设 备 和 无 线
Wi-Fi。5月 27日，位于市区建设路中段
的首座智能化公厕安装完成。近期，平
顶山还将陆续新建 11座高标准公厕，提
升市区环卫设施水平。

“强筋壮骨”是城建的基础。以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为抓手，一场以重在完善
道路、市政、环卫、绿化、文体等基础设施
的硬件补强工程在鹰城大地拉开大幕：
从打通断头路，实施厕所革命，到推进老
旧小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棚户区改
造，再到扩大供热、供水、燃气等管网覆
盖面积，建设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不
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承载能力。

岸上，绿草茵茵，繁花点缀，硕果满
枝；河内，清澈如镜的水面倒映着湛蓝的
天空，蜿蜒曲折的仿木栈道与造型各异

的文化墙相映成趣。6月 4日，记者来到
市区内新新路湛河两侧的生态文化公
园，呈现在眼前的，除了世外桃源般的美
景外，还有不少正在忙碌的施工人员：平
整路面、清除杂草、清洗地雕。

穿城而过的湛河是鹰城儿女的母亲
河。近年来，平顶山对湛河大力实施截
污治污、河道治理、景观绿化、生态引水
等四大工程，让“河畅、水清、岸美、生态”
的美景处处映眼帘。

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时，平顶山
还不断提升城市“颜值”，对城市进行绿
化、亮化、美化，一方面对道路两侧绿化
带和公园游园提档升级，另一方面打造
全域林网，通过“老城增绿、新城透绿，通
道升绿、景区扩绿，空地补绿、裸土盖绿”
工程，构建“绿廊、绿带、绿网”，使绿色与
城市浑然一体。

强筋壮骨 扮靓城市容颜

蕴含灵气 强管理提素质

新城区九天庄园小区保洁人员在进
行日常保洁 牛智广 摄

卫东区东工人镇街道东联社区风景如画
牛智广 摄

志愿者在白龟湖畔捡拾垃圾 牛智广 摄

新修建的湛河乌江河口公园美景 王尧 摄

□平顶山观察记者 张建新 张宏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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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张华君 张建新 组版编辑 王屹立

通过整治，我们为商户建

起了大凉棚、冷库，还实施了专

业化管理，如今成了远近闻名

的农产品批发集散地。

卫东区魏寨农贸市场有关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