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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本报记者 尚杰

一个什么样的宣讲团，能够连续一年奔
波于各个乡村，举行 800 多场宣讲，解决
900多个政策“棚架问题”，出现场场爆满、
贫困户交口称赞的局面？背后有着什么样
的诀窍？记者奔赴开封市祥符区一探究竟。

“你说的是‘一米团’吧，可受群众欢迎
了。”7月 11日，在陈留镇朱清寨村，驻村第
一书记张海强拿出手机，用照片展示“一米
团”每次来村里时的盛况。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讲的都是大
家关心的事。医疗保险咋能三次、四次报
销？教育补贴按照啥标准发？申请贷款需
要啥手续？残疾人证办了有啥好处？宣讲
团的成员逐一接招，用大白话讲清楚、讲明
白，能现场解决问题的，当场解决。

村里的王百营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的
孩子已经上了初中。领取对贫困户的教育
补贴时，他发现自己每月领400元，邻居的
孩子也上初中，每月却领1025元。他准备
去乡里讨说法，正好遇到了“一米团”来宣
讲。“教育补贴，住校和不住校的标准不一
样，他家的孩子是住校的吧？”王百营一听，
顿时消了气。

受益的不仅是贫困户。朱清寨村党支
部书记王建中说，现在对贫困户的扶持政策
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很多都是专项的，村干
部也是一知半解。通过“一米团”的宣讲，村
干部更系统、全面了解了扶贫政策，这样才
能真正让扶贫政策落地。

“组织‘一米团’绝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
者走形式，而是问题倒逼出来的。”祥符区委
副书记张锋说，去年三四月份，在档卡整理过
程中，残联要对贫困残疾人办理残疾人证，符
合条件的发放补贴。任务分下去两周，上报
的数字却是零。“我们对此事进行了反思，最
终发现存在着扶贫政策棚架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2017年 6月，祥符区
成立了“扶贫政策对接落地一米团”，大家都

简称为“一米团”。“取这个名字，就是要求宣
讲团与群众的距离只有‘一米’，要与群众进
行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让群众在‘家门
口’知晓各项扶贫政策。”张锋解释说。

祥符区的“一米团”设有团长1名、副团
长 3名，共有 10个政策宣讲组、84名成员。
成员从与贫困群众联系最紧密的扶贫、人
社、卫生、教育、住建、民政、公安、金融、残
联、妇联等部门选调。“一米团”由区扶贫办
负责组织协调，分批次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成立一年多来，“一米团”始终奔波在田
间地头，深入全区 71个贫困村和贫困户较
多的非贫困村，先后举办了 800多场宣讲
会，解决政策“棚架问题”900余个，听讲群
众达到3.9万人次。

两个突出的数字是，通过“一米团”宣
讲，祥符区残联为1600多名贫困人口办理
了残疾人证，妇联为200多名贫困妇女开展
了“两癌”免费普查，为9名患乳腺癌贫困妇
女每人发放了1万元专项救助金。

从今年开始，祥符区对“一米团”进行了
全面提升，由开大会集中宣讲的“漫灌”，变
为采取“约办”“巡办”“交办”“督办”和“一站
式服务”等“四办一服务”扶贫对接办理方式
开展工作，“滴灌式”解决扶贫政策“棚架问
题”，进一步提高宣讲落实的精准度和针对
性。

记者了解到，祥符区创新形式开展“大
宣讲”助力脱贫攻坚的做法，受到中宣部的
肯定。③6

“一米团”勤跑腿
贫困户得实惠

□本报记者 归欣 本报通讯员 陈辉

7月10日，南阳市卧龙区潦河坡镇崔坊
村的肠衣加工车间里，几个村民有说有笑，
干得正欢。贫困户左道顺告诉记者，他一个
月能挣2000多元，这搁以前都不敢想。

老左一家六口人，只有他自己有劳动
能力，但为了照顾生病的家人，一直没法外
出，只能围着几亩地打转。去年，镇上的肠
衣加工厂到村里建起扶贫车间，老左在家
门口上了班，顾家挣钱两不误。

在潦河坡镇党委书记惠广路看来，通
过建设扶贫车间，帮助贫困群众通过就业
实现脱贫，是实现“输血”扶贫到“造血”扶
贫的有效途径。今年，潦河坡镇的扶贫车
间将增加到10个，覆盖所有贫困村。

卧龙区是非贫困地区，扶贫资金和项
目不像贫困县那么充裕，如何让 3810 户
7978 名贫困群众如期脱贫摘帽？该区结

合毗邻城区的优势，紧盯就业扶贫，促进群
众增收，其中，扶贫车间和公益岗位是两大

“撒手锏”。
去年以来，扶贫车间在全省遍地开花。

怎样念好“外来的经”，让本地群众受益？卧
龙区委、区政府认为，首先要选准产业，让车
间建一个成一个，起到应有的效果。比如，
潦河坡镇的肠衣加工，原材料和成品“两头
在国外”，产品供不应求；蒲山镇的艾草加
工，有龙头企业“托底”，收益有保障。

依托区位优势，卧龙区各级扶贫部门积
极对接市区用人企业，大力开发设置公益性
岗位，从而带动贫困户就业脱贫。在“千企
帮千村”活动中，该区动员区内109家企业，
对全区107个村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吸
纳贫困户就业800余人。此外，卧龙区设立
专项财政资金，开发公益岗位 874个，为年
龄偏大或不能外出务工的贫困户提供就业
岗位，让贫困户通过劳动获得收入。③8

狠抓就业促“造血”

‘一米团’这个名字，就是要求
宣讲团与群众的距离只有‘一
米’，要与群众进行面对面、心
贴心的交流，让群众在‘家门
口’知晓各项扶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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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代代传

在“红一连”连史馆，有一个搪瓷斑驳的
红菜盘，它是“红一连”的传家宝，更是官兵
们宝贵的精神食粮。

每一位来到“红一连”的人，听了红菜盘
的故事，都会在此驻足沉思。

1935 年 5 月 11 日，毛主席来到“红一
连”。开饭时，炊事班长用在井冈山打土豪时
缴获的一个红色搪瓷盘，端上一盘煮南瓜。
毛主席指着菜盘高兴地说：“菜盘是红色的，
又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这很好。你们要在
党支部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

从那以后，“红一连”就把毛主席用过的
红菜盘保存下来，珍藏至今。如今，每一任
连队主官更替都要交接红菜盘，每一茬新兵
入伍都要面对红菜盘宣誓，每一次执行大项
任务都要背着红菜盘出征。

2017年 7月，连队要从洛阳移防至数百
公里外的关中地区。部队刚到位，工作千头
万绪，如何迈出新步伐、踏上新征程？动员
会上，指导员王玉光拿出了红菜盘，激励战
友们要用实际行动为连旗增光添彩。注视
着红菜盘，连队官兵仿佛又听到了毛主席那
振奋人心、催人奋进的谆谆教诲。

最终，“红一连”攻坚克难，并在移防后
的首次考核中夺冠。

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在“红一连”，新任职干部上任要先过

“传统关”，新战士下连先学连史唱连歌，常年
开展“人人进连史，个个当主人”主题实践活
动。即使在赴南苏丹维和期间，“红一连”的
官兵也坚持唱强军战歌、集体向党旗宣誓，每
周雷打不动召开组织生活会。

铁血担当铸忠诚

2016 年 9 月的一天深夜，刚刚参加完

“中部砺剑—2016”实兵对抗演习的“红一
连”，正准备休息调整，突然接到了防御任
务。

时间紧任务重、又累又饿，每个人都经
受着生理、心理的双重考验。

“困难面前，‘红一连’的兵从来不知道
‘怕’字怎么写！”连长周光魁简短动员后，大
家豪气倍增、疲劳顿消。

设置铁丝网，很多人顾不上戴防护手套，
手指被锋利的铁丝划出道道伤痕；构筑野战
工事，土质坚硬无比，一锹镐抡下去，都不见一
个坑，大家一拨接一拨轮番上阵，用坏了十多
把锹镐，许多战士的手掌被磨出一大片血泡。

那一战，“红一连”官兵们连续奋战三天
两夜，没有一人畏惧退缩、叫苦叫累，圆满完
成了阻击任务。

比武演习，困难面前永不退缩；维和战
场，直面生死敢于担当。

2015年 8月，正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
的“红一连”官兵，奉命执行护送联合国特别
代表的任务。行至一处哨卡时，十多名武装
分子突然将车队团团包围，并要求强行搜
查。

接受搜查，我方权益将受到侵犯；不
接受搜查，如果出现冲突，可能会误伤平
民。“你们无权搜查，我要见你们的指挥
官！”在双方对峙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时
任连长米秀刚决定单枪匹马去见武装分
子的指挥官。经过 1 个小时的交涉，危机
最终解除。

“当时形势危急，你就不怕出现意外
吗 ？”面 对 战 友 的 关 心 ，米 秀 刚 坚 定 地
说：“我们是中国军人，任何情况下都不

能认怂！”

训练创新挺在前

2013 年春，河南大学的大二学生路继
承参军来到“红一连”。因为专业不对口，路
继承的情绪一度低落。

“你是计算机专业的，正好一起加入攻
关小组。”时任党支部副书记楚科纬邀请路
继承一起开发网上模拟训练软件。不久，

“装甲步兵连山地进攻战斗模拟对抗系统”
被成功开发出来。利用这个系统，在网上摆
兵布阵，“真枪实弹”进行战术推演，连队山
地进攻实战能力得到大幅提高，路继承也找
回了激情满怀的自己。

2015年春，路继承出国维和，一班班长
王雷接过路继承的接力棒，当上了攻关小组
组长。

短短半年，攻关小组又研制出一款“震
动头盔”，成功解决了战斗班在夜间行动使
用灯光、发出声音时易被对手发现的难题。
有了“震动头盔”，不需要灯光和声音，只需
感知震动方向的变化，就能得知命令。他们
还配合“震动头盔”编出 30余种战场手语，
能精准表达各种战场信息。

近年来，“红一连”积极探索新体制下装
甲分队在合成战斗中的新法则，先后探索出
13种新战法、新训法，被全旅推广。训练实
践中，步枪激光模拟校射系统、震动头盔、电
子地雷等 8种训练辅助器材也形成了实实
在在的成果。

“在创新精神的锻造下，刀锋淬火，我们
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周光魁说。③6

截至 2018年 7月 11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共 38批 5477 件。其
中，郑州 1380 件，已核查办理 1330 件；开封 160
件，已核查办理 159 件；洛阳 507 件，已核查办理
504 件；平顶山 224 件，已核查办理 221 件；安阳
302件，已核查办理 300件；鹤壁 103件，已核查办
理 101 件；新乡 311 件，已核查办理 309 件；焦作
250件，已核查办理 246件；濮阳 139件，已核查办
理 138件；许昌 188件，已核查办理 187件；漯河 79
件，已核查办理 78件；三门峡 136 件，已核查办理
133 件；南阳 516 件，已核查办理 512 件；商丘 125
件，已核查办理 124 件；信阳 261 件，已核查办理
261 件；周口 121 件，已核查办理 119 件；驻马店
200件，已核查办理 199件；济源 115件，已核查办
理 114 件；巩义 89 件，已核查办理 87 件；兰考 13
件，已核查办理 13 件；汝州 63 件，已核查办理 63
件；滑县 32件，已核查办理 31件；长垣县 14件，已
核查办理 14 件；邓州 51 件，已核查办理 51 件；永
城市 14 件，已核查办理 14 件；固始 46 件，已核查
办理 46件；鹿邑 12件，已核查办理 12件；新蔡 11
件，已核查办理 11件；航空港区 15件，已核查办理
15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的前 36批信访举报件总计 5392件，通过省级
现场核查组核查的4561件。

□本报记者 刘一宁

“这条崎岖的山间小路
叫‘志仁小道’，是为了纪念

新县第一位共产党员、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牺牲的首位县
委书记王志仁而命名的。”7月 10日，信阳市大别山干部
学院青年教师刘万鹏带着 30多名身穿红军服的学员边
走“志仁小道”，边讲英雄故事。

“志仁小道”位于新县连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山那边是柴山堡革命根据
地，它是鄂豫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条山路就是连接
柴山堡与新集镇的一条隐蔽通道。当年，王志仁就经常
在这条小路上奔走，从事革命活动。”刘万鹏的讲述将人
们带回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王志仁等共产党人用鲜血
坚守初心，用生命诠释使命的峥嵘岁月。

王志仁，新县陈店乡王湾村人。1924年，在武汉启
黄中学就读期间，王志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年
底，他被派至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任经济干事。1926
年 4月，他从武汉回到家乡，先后在箭厂河、柴山堡等地
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并建立了秘密
党小组和农民协会。

1927年 5月，王志仁作为湖北省委特派员再次返回
家乡，调查农运情况。他说服家里人拿出自家粮款、卖掉
王氏祠堂公田作为经费，建立王湾村革命红学。在他的
动员下，王湾村组建了农民自卫武装，使其成为党直接掌
握的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王志仁不仅是鄂豫边区我党早期活动家，还是黄麻
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新县史志室沈杨介绍，大革命失败
后，中共湖北省委就派王志仁等人到黄安县，建立鄂东特
委和黄麻暴动指挥部，发动和领导黄麻暴动，王志仁担任
特委书记。

1927年 11月 14日，王志仁等人根据暴动部署，成功
地举行了黄麻起义，在长江北岸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民主
政权，打出了第一面工农革命武装的红旗。

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鄂东特委决定改组黄安
县委，由王志仁兼任县委书记。起义胜利后不久，敌人突
然袭击黄安城，王志仁亲临阵地，指挥防守，同工农革命
军鄂东军一起与敌拼杀，在东城门反击战中，不幸壮烈牺
牲，年仅23岁。

英雄已逝，精神永存。2009年 9月，王志仁被评为
河南省 6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
物。如今，烈士的家乡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
越多的人来到革命老区，看红色受教育、看绿色长精神、
看本色增底气。

“不少人专程从湖北等地过来参观四叔的故居。”
站在王湾村王志仁故居前，王志仁的侄子、今年已经 80
多岁的王功地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听长辈们讲四叔在
大别山区进行革命斗争的故事，四叔去世早，没留一张
照片、没留一个物件，但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却犹如
灯塔指引后人，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
力量。③8

本报讯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立行立
改、边查边改的要求，全面开展案件核查。7月 11日，第
32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结果公
布。本批案件涉及安阳、鹤壁、济源、新乡、濮阳等地
的 67 件举报案件。此次公布结果具体到每个案件的
反映情况、调查核实情况、处理及整改情况、问责情况等
方面，具体情况已在省政府
网站（http://www.henan.
gov.cn/）、省 环 保 厅 网 站
（http://www.hnep.gov.
cn/）公布，也可扫描二维码
查看。③8 （本报记者）

军魂永驻“红一连”
王志仁：
鄂豫边区的早期革命活动家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回头看”

第32批交办案件
办理结果公布

□本报记者 孙欣

三秦之地，华山脚下，驻守

着一个英雄的红色连队——第

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

在这个连队，毛主席曾在

1927年秋收起义后亲自发展了

6名党员，开我军“支部建在连

上”的先河。

91年来，“红一连”始终是一

面火红的旗帜，300多次作战大

获全胜，赢得“百战百胜”美名。党

的十八大以来，“红一连”荣立集体

二等功两次，被集团军表彰为“强

军兴训先锋连”。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红一

连”，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官兵们

赓续红色基因、奋力推进新时代

强军事业的精气神。

7月 11日，许昌福瑞达大酒店员工在卸运买来的“爱心西瓜”。该酒店开展“情暖瓜
农免费住宿”活动，他们在预留部分客房的同时，还买来简易铁床安放在会议室，开设“瓜
农之家”，承诺瓜农晚上可随时来酒店免费住宿，并为瓜农提供免费停车、看车服务。⑨3
牛书培 摄

让瓜农早点回家

张锋
开封祥符区委副书记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7月 11日起，郑
州市公安局、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郑州
市城市管理局、郑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郑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对机（电）动三轮
车、机（电）动四轮车的生产、销售和使用管
理进行专项交通综合整治行动。

此次整治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
动四轮车，是指不符合依法登记上牌条件
的、具有三个或四个车轮、使用内燃机或电

力装置驱动的车辆。
按照相关规定及标准，机（电）动三轮

车、机（电）动四轮车属于机动车。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
驶的，一律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从严
查处，对不能够提供合法来历证明的扣留
车辆，不予发还。利用机（电）动三轮车、机
（电）动四轮车违规从事客运市场经营的，
一律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 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禁止生产、销售未经国家机动车产品主
管部门许可生产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
动四轮车车型；禁止生产、销售拼装的机（电）
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禁止生产、销售
擅自改装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
车。生产或者销售不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
术标准的机（电）动三轮车、机（电）动四轮车，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③8

郑州五部门联手严查违规机动三轮车、四轮车

无证无牌上路将被查处
利用机（电）动三轮车、

机（电）动四轮车违规从事

客运市场经营的，一律没收

违法所得，并处以 5000 元

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