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牌子，名声不值一个
钱，能给老百姓办几件好事
比啥都值钱”

2003年 4月 23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
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
的优秀代表”——史来贺，病逝在他奋斗
51 年的刘庄村党组织书记的岗位上。村
里人去整理遗物时发现，史来贺的家里只
有一套简易沙发、一台 18 寸的小彩电，卧
室里是又破又旧的木床，床边放着收音机、
笔记本和生前读过的一摞摞书，再者就只
有屋里铁丝上挂着的简单衣物。

“牌子，名声不值一个钱，能给老百姓办
几件好事比啥都值钱。”史来贺生前这样说。

正是这样朴素的他，将刘庄这个新中
国成立前十里八乡有名的“佃户村”“长工
村”，变成了一个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
商并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他走时，为刘
庄留下了 9亿多元的资产，全村 355户村民
户均存款超过数十万。

史来贺离开了 15年，但他的精神却鼓
舞了越来越多的村支部书记，带领群众走
富路、走正路。

在 6月 29日的颁奖典礼现场，新乡经
济开发区张青社区党委书记张泽桥，辉县市
南寨镇北寨村党委书记马海林，平原示范区
桥北乡盐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
源群等 10人被命名为“史来贺式好干部”，
另有12人荣获“史来贺式好干部”提名奖。

红霉素软膏是我们常见的药品之一，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全国有六成的产量
来自新乡县一家村办企业。创造这一业
绩的是新乡县张青村能人——张泽桥。
1989 年，张泽桥被任命为张青村支书，看
着这个远近闻名的打架村，他暗下决心：

“村里乱，根在穷，我们离刘庄近，要向史
来贺老书记学习，只有群众跟我们走富
路，才会走正路。”

1992 年，张青实业公司组建，2001 年
兼并新星制药厂，企业产值过千万，在企业
改制时，张泽桥将股份全部给了村民。
2017 年，张青村集体股份产值达 1.5 亿
元。“一心一意为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这是史来贺书记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晚会现场，被表彰为“史来贺式好干
部”，如今已经 67 岁的张青社区党委书记
张泽桥动情地说。

与张泽桥一样，同样受到史来贺精神
鼓舞的，还有辉县市南寨镇北寨村党委书

记马海林。扎根基层 34年间，他带领村民
从护山造林入手，制止了乱砍滥伐的风气；
通过建门面房发展集体经济路子，不仅还
清了百万元的外债，还为村集体创造了上
亿元资产，二三产业快速发展，人均年纯收
入达到 1.5万元以上。“只要组织需要我，群
众需要我，我会像老一代英模人物那样，生
命不息，奋斗不止。”

平原示范区桥北乡盐店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关源群，2008 年放下自己
的生意，回村带领村民种植桃树，并建起水
果批发市场。如今盐店庄村鲜桃种植面积
达 7000 多亩，年收入 8000 多万元。2016
年，这个远近闻名的“野滩”村整村脱贫，实
现了由贫困到小康的“三级跳”。

“啥叫不忘初心，就是要
一直想着为群众办实事、办
好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吴金印在卫辉市
狮豹头工作期间，从山区实际出发，提出

“封山育林，兴修水利，拦河造田”的工作思
路，使原来 90%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的
山区，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1987 年，
他担任唐庄镇党委书记以后，制定了“西抓
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
大梁，沿着国道做文章”的规划，并进一步
地提出“农村建设城市化、农业生产科技
化、农村经营市场化、基层政权规范化”的
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和结构调
整步伐，使全镇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
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从狮豹头乡到唐庄镇，吴金印走一路
干一路，走一路富一路。他常挂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咱们当干部的，吃的是人民的
粮食，花的是人民的税收，替人民办事天经
地义”。尽管在乡镇党委书记这个岗位上
近半个世纪，如今年过七旬还依然奋战在
基层一线。他说，“只要群众还需要，共产
党员永不退休，为人民服务永不退休。”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在新乡，立志像
吴金印这样，扎根基层，一心一意想群众、
为群众的乡镇党委书记也越来越多。在当
天的颁奖现场，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赵
化录、封丘县李庄镇党委书记陈明、凤泉区
大块镇党委书记王东发等5人被命名为“吴
金印式好干部”，另有6人荣获“吴金印式好
干部”提名奖。

“我一直要求年轻党员干部要不忘初
心，可啥叫不忘初心？在我看来，就是要一
直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颁奖典礼上，年
逾七旬的吴金印用自己的理解表达了对广
大基层干部的期望。

2014年，我省启动了黄河滩区居民迁
建试点工作，封丘县李庄镇作为首批试点
先行先试。虽然是国家掏钱建新房，然而
群众并不买账。老房怎么赔，地怎么种，新
房咋分，村民们有顾虑，矛盾层出不穷。

怎么办？“阳光操作，凡事透明公开，
坚持群众利益最大化，依靠群众，群众自
然满意。”这就是封丘县李庄镇党委书记
陈明的思路。正是秉承着这样的思路，
2016 年春节，李庄镇首批 5 个村 2053 户
7634口人喜迁新居，无一户上访。明年年
底，李庄镇要实现 4 万人的整体搬迁，陈
明对此照样信心满满。

赵化录，1998年调入辉县市冀屯镇任
党委书记，一干就是 20年。“群众的困难就
是我们乡镇的工作，群众的要求就是我们
的工作目标。”凭着巨大的韧劲和耐性，
2010 年，赵化录成功引来星河生物这只

“金凤凰”落户冀屯，之后又有数十家亿元
和千万元企业相继入驻，如今的冀屯镇年
均公共财政收入已突破 2亿元。“为群众排
忧解难，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我们
党员干部应尽的本分。我决心向吴金印同
志学习，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砥
砺前行，做时代的劲草真金。”

新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乐新表
示，此次命名表彰的干部，是新乡市广大基
层党组织书记中的代表，是扎根基层、恪尽
职守、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典型。他们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脱贫攻坚、领导基
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中创造了优秀业绩，
作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党员群众公认，集
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征。8

□本报通讯员 张子强 张文哲

电亮牧野，服务新乡。近日，国网新乡
供电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发
布《电亮牧野——2017国网新乡供电公司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报告书》（下简称报
告书）。

报告书共 66页，从履责意愿、卓越业
绩、做强电网、创新服务、精准扶贫、清洁能
源等方面回顾了国网新乡供电公司 2017
年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责亮点，生
动地展现了供电企业的履责实践。同时，
这份报告书还呈现了下一步砥砺前行的供
电目标，彰显了国网新乡供电公司勇于担
当、认真履责的企业形象。

报告书显示，2017年，新乡电网供电能
力整体充裕，新乡全社会用电量 225.87亿
千瓦时，位居全省第 4 位；连续安全生产

7700天；连续13年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
优胜企业称号；荣获国家电网公司新一轮
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坚战”工作先进集体；
新乡市10千伏新联学院开关站新建工程荣
获国家电网公司 2017 年配电网“百佳工
程”。

2017 年，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紧紧围绕
新乡市委、市政府和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工
作部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内外部改
革新形势，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和新乡市开展的“敢担当、转作风、争
一流”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精益卓越，更好
地服务新乡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动公司和
电网本质提升。国网新乡供电公司紧密结
合地区经济形势和发展规划，根据新乡市重
点项目和重要工程项目用电需求，加强工业
园区“一对一”供电服务，增设5个园区供电
所，以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和优质电力服

务，不断加快促进新乡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升
级发展。

积极响应和落实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
求，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和乡村振兴战略，加大贫困地区
电网建设投资力度，助推乡村振兴计划，

“精准扶贫”和“电网扶贫”同步推进，在新
一轮农网改造升级“两年攻坚战”中，总投
资 21 亿元，极大地满足了农民的用电需
求，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为全面脱贫奠定了坚实的电力基础。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牢牢抓住“电为中
心、两个替代”主线，大力开展以电代煤“蓝
天工程”，最大限度地支持和助推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为绿色能源开启“绿色通道”，
全力保障风力发电场按期接入，累计并网
分 布 式 光 伏 发 电 4290 项 ，发 电 量 达
4910.25万千瓦时；先后建成了新乡市“1+

3城区智能换电服务网络”和京港澳高速
（新乡段）城际快冲服务网络，为纯电动出
租车提供换电服务 52200次，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2464.62 余吨，产生了良好的环保
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大力推广带电作
业，减少停电时间，实施“零点工程”，最大程
度地降低对客户生活用电带来的影响。
2017年，新乡市（含八县市）境内组织带电作业
4625次，多供电量455万千瓦时，减少停电户
数7.1万户。8

电亮牧野 服务新乡

新乡供电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

省委工作会议提出，要“以

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基层党组

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

山摇。我省有 21.7 万个

基层党组织,如果每个基

层党组织都建强了、每名

党员的先锋作用都发挥好

了，中原更加出彩就有了

坚实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

乡产生了以史来贺、吴金印

为代表的新乡先进群体，涌

现出了一批真心实意为人

民、脚踏实地干工作、为民

务实清廉的好干部。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 97周年之

际，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

带头作用，激励广大基层党

组织书记履职尽责创先进、

立足岗位争优秀，新乡市委

组织部、新乡市委宣传部通

过基层推荐、组织考察、群

众投票、公示确定等环节，

于6月29日公开表彰了一

批“史来贺式好干部”和“吴

金印式好干部”。

□新乡观察记者 代娟 袁楠

他们，凭啥获得这项荣誉？

颁奖现场 赵云 摄

新乡表彰一批史来贺、吴金印式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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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日上午，长垣县政府综合楼一楼大厅人头攒
动，该县庆祝建党97周年廉政文化建设书画展在此举行。

此次书画展由长垣县纪委、县文联联合举办，以“弘
扬廉政文化 歌颂清风正气”为主题，参展作品有 70 余
幅。这些作品以习近平总书记廉政用典和古代廉政名
言为内容，书法作品气势磅礴、豪放洒脱，美术作品工
笔细腻、立意新颖。

“今年以来，全县廉政文化建设有条不紊扎实推进，
‘以廉为荣、以腐为耻’的‘崇廉憎腐’社会氛围逐步形
成。”长垣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张彤说，此次
书画展，就是要传播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文化，唱响反
腐倡廉主旋律，营造更加浓厚的廉政勤政文化氛围。

“以写廉、画廉的形式倡廉、颂廉，宣扬反腐倡廉、廉
政为民，颂党恩、抒党情，这个书画展让我倍感震撼！”
前来观展的党员干部王自亮说，自己在欣赏书画艺术的
同时，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启迪，有助于筑牢自
己拒腐防变的“堤防”。 （薛新辉 陈阿冰）

长垣县

举行廉政文化建设书画展

保证群众来访渠道畅通
涉检信访问题，是近几年社会反映比较突出的问

题。如能及时化解，便可以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院和法
律的公信度，促进社会稳定；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引发事
端，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今年以来，原阳县检察院
加强对涉检信访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机制，提出了涉检信
访“一二三四”工作法，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
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一”是做到全院干警思想统一。要充分认识涉检信
访中非正常上访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危害，自觉地把涉检信
访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大局来考虑，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放
在信访工作首位。在坚持依法办事的同时，从讲政治的高
度看待涉诉信访工作，充分认识信访工作与社会政治稳定
的紧密关系，严格履行法定职责，积极化解社会矛盾。

“二”是构建两个信访工作格局。树立“大信访”观
念，成立由检察长任组长的处理涉法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并坚持分级、归口办理的原则，构建全院处理信访“一盘
棋”的格局，形成了由一个领导分管到每个党组成员“一
岗双责”、由一个部门抓到多个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
面。发现重大的信访案件或有越级上访的苗头性问题，
干警应及时向上级院报告，同时与各人大、政府、信访部
门之间通过建立信访信息网络，经常保持联系和沟通，构
建与外部建立联动格局，

“三”是日常工作建设三个机制。落实首办责任制，
构建处理初访的责任机制，切实做到谁接访谁负责，谁办
理谁负责，实现信访案件“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的目
标；建立和完善信访工作流程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信访
案件的接待和处理程序，建立信访案件信息预警机制、申
诉公开听证制度、定期通报等制度，进一步提高办理初信
初访的质量和效率，保证群众来访渠道畅通；完善案件质
量监督机制，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保障办案质
量，落实责任追究制度，预防和减少涉检信访的发生。

“四”是信访稳定抓好四个问题。提高干警的政治素
质，增强干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
识，坚定做好涉法信访工作的信心；端正干警的工作态度，
引导接待人员换位思考，多从群众的角度、立场看问题、想
问题，纠正和克服对信访群众的偏见和浮躁、应付心理；改
进干警的工作方法，把握来访人的心理特点，注意因案而
宜，对“疑惑”者，用耐心的解释答其疑，对“期盼”者，用及
时的协调顺其盼，对“忧愁”者，用轻松的开导解其愁；确定
干警的工作目标，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对当事人的信访事
项，要真诚关注，及时办理，坚决克服“冷、横、硬、推”的现
象，做到当事人心服口服，息诉罢访。 （毛新功）

“一二三四”工作法

账户被冻结“老赖”赖不成

“执行法官真有‘招儿’，一把抓住了‘老赖’的要害！”
6月 29日，李某高兴地说，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让新
乡市红旗区法院的执行法官顺利执结了。

2013 年 8 月，芦某向李某借款 20000 元，后还款
13000 元，剩余 7000 元经多次催要拒不偿还，李某遂向
红旗区法院提起诉讼。2016 年 2 月，法院依法判决芦
某偿还李某借款 7000元及相应利息。芦某迟迟不肯履
行，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先向
被执行人芦某发出了公告，要求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接着又向其下达了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和传票，可芦某竟玩起了“藏猫猫”。执行
法官蒋超楠对芦某的财产信息进行了网上查控，发现芦
某在某银行有工资存款账户，便迅速冻结了其在该账户
内的存款 7050元，冻结期限为 12个月。

抓住了“要害”，芦某主动现身，与李某取得了联系，
在法官的见证下全部履行了法律义务，并请求解除其在
某银行账户内存款人民币的冻结。至此，这起民间借贷
纠纷案顺利执结。 （陈德亮 禹亚光）

近日，新乡市红旗区法院圆满执结了一起离婚纠纷
案，使丢失已久的亲情重新点燃起来。

吴某（女）和王某（男）2012 年 12 月登记结婚，2014
年 2月生子王航某。2014年 5月吴某以与王某婚前缺乏
了解，婚后常为琐事争吵，王某对自己及孩子不管不问为
由诉至红旗区法院，要求与王某离婚。后经一审、二审，
最终判决准予吴某与王某离婚；吴某与王某婚生子王航
某由吴某抚养，王某每月支付抚养费 600元至王航某有
独立生活能力为止；王某可每月探视王航某两次。判决
生效后，王某拒不履行，吴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执行过程中，王某总是以“原告不让见孩子”为由
不予履行。承办法官李海泉了解案情后对症下药，速将
双方当事人叫到一起进行耐心调解。他对王某说：“即
使出点抚养费，也是给你的亲生骨肉出的，有啥不该？”又
对吴某说：“孩子长大了迟早是要认爹的。将心比心，若
把孩子判给了男方而不让你见，你会有啥感觉？会有何
心情呢？”李海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唤醒了王某对
儿子疏离已久的亲情，1.38万元抚养费顺利执行。

（陈德亮 禹亚光）

亲情重燃 案件执结

村里乱，根在穷，我们离
刘庄近，要向史来贺老
书记学习，只有群众跟
我们走富路，才会走正
路。

为群众排忧解难，为群
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
我们党员干部应尽的本
分。我决心向吴金印同
志学习，扎根基层服务
群众，攻坚克难，砥砺前
行，做时代的劲草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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