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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亮点连连看

优秀复转军人年度人物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本报记者 陈学桦 实习生 郑微雨

“来，尝尝我的手艺！”期盼20年的
天然气开通第一天，焦作市山阳区东方
红街道黄沪楼小区党群议事会主任李
新花高兴得一大早就起床和面、盘馅，
蒸了两大锅包子。

开通天然气，是黄沪楼小区党群议
事会成立后，为居民做的第一件事。8
月 8日，李新花介绍说，黄沪楼小区建
于1998年，由于配套设施不全，房屋年
久失修，历史遗留问题复杂，街道、社区
接管小区后也找不到发力点，导致小区
管理非常被动，处于“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的尴尬境地。

像黄沪楼小区这样的状况在城市
老城区并不是唯一。如何才能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
今年年初，在村（社区）“两委”换届

期间，山阳区各小区的党群议事会应运
而生。

党群议事会通过贤人自荐、居民举
荐和居民代表会议选举出代表，定期对
收集到的居民意见和建议进行分类整
理、研究讨论，形成楼院整治工作方案并
组织实施，每季度召开一次，一事一议，
全程接受居民监督，让居民成为楼院的
主人，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治理热情。

定和街道汽运小区党群议事会成
立后，在主任张林生和议事会代表的带
动下，小区居民共捐款 7500余元开展
楼院治理，并积极参与义务劳动，短短
几天时间，汽运小区的面貌彻底改
观。

目前，山阳区成立党群议事会 276
个，特别是 99个无主楼院全部成立了
党群议事会，583名党员、1343名党群
议事会成员活跃在楼院中。

山阳区还在楼院小区治理中开展
“党群 360 项目”，即围绕楼院组织建
设、辖区环境、居民自治、服务功能、精
神文明 5 个方面，鼓励楼院积极申报

“小微”民生项目，只要申报成功，所需
资金的三分之二由区财政负责。

“区财政补助资金占项目建设资金
总额的三分之二，申报项目楼院自筹资
金、街道补助资金各占六分之一，发动
居民参与楼院建设不少于常住户数的
70%。”山阳区区长李建超说，目前区里
共收到 138 个申报项目，已有 18个楼
院启动了居民集资，筹集资金 30余万
元。

以焦东街道化工局家属院为例，党
群议事会主任史荣玉带领议事会成员带
头筹集资金 4.34万元，区政府、街道两
级随即配套补助资金17.3万元和4.3万
元。有了资金保障，许多居民报名参加
义务劳动，很快就完成了小区2900余平
方米的路面硬化、楼院墙体粉刷、停车位

规划等建设，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如何保证党群议事会良性、高效地

运转？山阳区在全区党群议事会开展
“三亮”“三评”活动。“三亮”即亮身份、
亮职责、亮承诺；“三评”即群众评、党组
织评、第三方评的多维评价机制。

“考评标准接地气，实事求是、易于
操作，考评系统动态开放，考核结果从
抽屉里拿出来挂在墙上，对我们的激励
很大。”艺新街道红星花园党群议事会
主任周建路说。

“老旧楼院整治是一项得民心、顺
民意的民生工程，在加强基层党建、完
善城市功能、改善居住环境等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山阳区委书记卢希望说，我
们把党群议事会作为老旧楼院治理的
突破口，解决了一大批遗留问题，改善
了居民生活环境，也进一步密切了党
群、干群关系，逐步走出了一条“真管
用、能持续、可复制”的老旧楼院治理的
新路子。③9

本报讯（记者 尚杰 通讯员 宗晓
郁）经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我省
14个乡镇入选 2018年全国农业产业
强镇示范建设名单。8月8日，省农业
厅在郑州公布了这一消息。

8月5日，农业农村部在官网上发
布了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全
国共有 254 个乡镇入选。因为是首
批，所以备受社会关注。从入选数量
上来看，我省仅次于山东（20个）、江
苏（16个），与广东、四川并列第三，都
是14个乡镇。

我省入选的几乎都是“明星”乡
镇，也都有特色主导产业。灵宝市寺
河乡的苹果，光山县凉亭乡的茶叶，武
陟县乔庙镇的水稻，永城市高庄镇的
面粉产业……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呱
呱叫。

入选示范建设名单，可获得资金
方面的支持。2018年中央财政农业
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奖补资金已经下
达。各省则根据示范镇的具体情况，
按照相关因素测算下达中央财政补
奖资金。

补奖资金，该怎么花？当天的

会议明确提出了“一杜绝三不得”：
坚决杜绝用于少数几家企业的直接
补助或搞平均分配“撒胡椒面”，不
得用于修建楼堂馆所、培训中心、职
工宿舍以及购置非生产性车辆，不
得用于城乡道路建设及绿化，不得
用于一般性支出。

同时，我省还将鼓励各地整合
其他相关渠道资金，聚焦产业发展
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投入力
度 ，并 利 用 财 政 资 金 引 导 撬 动 金

融、社会资本投入建设，通过政府
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
贷款贴息等方式，共同推进农业产
业强镇示范发展。

省农业厅财务处负责人表示，
开展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村产业
融合发展的重大举措。通过中央财
政资金的支持，要着力打造一批引
领乡村振兴的“样板田”，来促进乡
村全面振兴。③4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娟 杜福建

8月 6日，桐柏县城郊乡吴湾村贫
困户吴家成家里来了两位客人——桐
柏县城关镇党委书记鲁成豪和药材种
植商张录举，他们为老吴送来了种植
柴胡的技术资料。

吴家成有点不敢相信，三天前在
村里“爱心超市”的微心愿墙上写下的
一张小卡片，居然真的帮助自己实现
了心愿。

8月 3日，由桐柏县城关镇援建的
吴湾村“爱心超市”开业，参加开业仪
式的吴家成凭自己劳动获得的积分，
领到了一个水壶和一只暖水瓶。但在
吴家成心中，还有一个更迫切的愿望，
那就是通过种植中药材甩掉“贫困户”

的帽子。看到“爱心超市”门口的微心
愿墙，吴家成要来纸和笔，认真写下了
自己的愿望：“我希望‘爱心超市’能给
我提供中药材柴胡种子和种植技术，
帮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当天晚上，城关镇扶贫联谊微信
群内“帮帮老吴种柴胡”的信息一经发
出，应者云集。通过牵线搭桥，药材种
植商张录举爽快答应免费为吴家成提
供种子和种植技术。于是，就有了开
头那一幕。

为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自我发展
的内生动力，桐柏县在贫困村建立了

“爱心超市”，并在里面设立了“微心

愿墙”。爱心超市里有米面油盐、锅
碗瓢勺、笔本文具，还有社会各界捐
赠的衣物等，贫困群众可以凭借劳动
获得积分，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对
于超市里没有的，无论是有形实物或
是无形的致富技术，群众都可以通过

“微心愿墙”表达诉求。“爱心超市”的
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将收集到的微心
愿进行梳理，通过扶贫联谊群、微信
公众号、智慧党建 APP 等平台进行
发布，发动广大党员干部、社会组织
自愿认领，通过“一对一”或“多对一”
结对帮扶机制，更快捷有效地解决贫
困群众的个性化需求。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常
存涛）记者 8月 9日获悉，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印发《河南省食品药品投
诉举报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鼓励并支持公众投诉举报食
品药品违法行为。

根据《办法》，对生产者、经营
者等在食品（含食品添加剂）生产、
经营环节中有关食品安全方面，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在研制、生
产、经营、使用等环节中有关产品
质量安全方面存在的涉嫌违法行
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
以进行投诉举报。《办法》特别指

出，各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加强对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
工作的指导协调，加强宣传，落实
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并支持公众通
过电话、网络、信件等渠道投诉举
报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据了解，投诉举报承办部门应
当自投诉举报受理之日起 60 日内
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办理结果；情况
复杂的，经批准可适当延长办理期
限，并告知投诉举报人。办结后，应
当告知投诉举报人办理结果。投诉
举报延期办理的，延长期限一般不
超过30日。③4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通讯员 张
琦）8月 9日，记者获悉，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台《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服务
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指导性
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通过专业化的环境资源审判落实最严格
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
服务和保障我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绿
色发展。

记者从省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了解
到，专业化的环境资源审判主要包括专
业化的审判队伍、专业化的审判部门和
专业化的裁判处理思路。据介绍，强调
修复性司法手段的运用是环境资源案件
裁判中秉承的重要理念，这一理念在本
次《意见》的制定中也得到了体现。《意
见》提出，将补种复绿、增殖放流等环境
资源恢复行为纳入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予
以考虑，以增强对环境资源的恢复性保
护。此外，将创新执行方式，探索以限期
履行、代为履行等方式实现恢复生态环
境的目的。探索建立执行回访制度，密
切监督判决后责任人对污染的治理、整
改措施以及生态恢复是否到位。对于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坚
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源头保护主要是在环境损害行为尚
未发生时，通过运用刑事、民事及环保禁止
令等处罚方式防治污染行为的发生。如6
月27日，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在两个
建筑公司未经审批违法倾倒渣土的案件
中，为及时制止污染行为，防止新的污染
发生，向全区发出环境资源保护禁止令。

根据该《意见》，今后全省法院还将突
出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司法保障，强化对省内淮河流
域沿线、长江流域沿线、南水北调沿线以
及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区等环境资源
集中连片区域环境资源类案件的处理；加
大涉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案件审理力度；
加强环境公益诉讼审判工作。③9

本报讯（记者 陈慧 通讯员 胡
涛 王东升）漫步于森林康养步道

“洗肺”“吸氧”一直颇受人们青睐，
不过，建在空中的康养步道您见过
吗？

记者 8月 8日从南阳市林业局
获悉，由中国林科院发起的森林康
养步道设计技术研究与示范基地建
设项目将在内乡宝天曼生态旅游区
实施，这也是我省首条空中森林康
养步道。

在宝天曼修建的这条步道将采
用防腐木等环保材料铺设，设计宽
度为 2.5—3米，长度约 2公里，其中
空中部分约占一半。

据介绍，这个项目属于中国
林科院的高端科研课题，设计标
准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项目

建设内容包括：康养指数展示体
系、体验平台系统、科普知识展示
系统、导览标识系统、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志愿者及理疗师队伍等，
同时融入夜光漫道、玻璃平台驿
站等元素。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我省首条具有科学性、趣味性、互
动性、智慧性的空中森林康养步
道及国内首条森林康养主题文化
步道。

项目选在宝天曼生态旅游区，
主要是看中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建设
条件。宝天曼是中国十大生物多样
性分布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四季景色秀
美，平均负氧离子含量9037个/立方
厘米，素有“百里无炊烟，鸟翔难飞
过”之称。③9

本报讯（记者 孙静）8 月 9日，
记者从省工商局召开的年中工作会
议上获悉，今年以来，全省商标品牌
战略实现新突破，新增注册商标 7.9
万件，总量达到52.2万件，居全国第
9位、中部六省第1位。

今年以来，我省位于洛阳、开
封、驻马店、郑州、安阳、信阳、南阳、
三门峡等地的 8个商标受理窗口，
主动提高服务能力，不仅为企业和
群众提供就近咨询，同时对商标申
请文件开展形式审查、寄发，协助接
收和发放商标局所下发的各类文
书，极大便利了全省企业和群众的
商标注册活动。截至目前，全省新
增注册商标7.9万件，有效商标注册
总量达 52.2 万件；全省新获认定中
国驰名商标11件，总量达到262件；
新增中国地理标志 3件，总量达到

65件。
其中，新增的 3 件中国地理标

志分别是，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注
册的杞县大蒜、鲁山县蚕业协会注
册的鲁山丝绸，及延津县果蔬专业
技术协会注册的延津黑豆。据省工
商局商标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
地理标志的认定，将极大提升该地
区特定产物的知名度，有利于打击
假冒伪劣产品，并可帮助当地企业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享受进口国关
税减免等相关优惠政策。

此外，洛阳祥和电缆有限公
司的商标郑光 ZHENGGUANG 及
图、河南正商置业有限公司的正
商、百年金海科技有限公司的百
年金海 BAINIANJINHAI 及图等
11 件 商 标 被 认 定 为 中 国 驰 名 商
标。③9

李学武,河南洛阳人，1971年 1
月出生，1989年入伍，1992年复员，
现任洛阳牡丹瓷股份有限公司艺术
总监。

李学武坚守革命军人的本色，
以在部队练就的铮铮铁骨和直面
挑战的无畏精神开始创业，在陶瓷
艺术领域勇做先锋，开辟新路，开
创了牡丹瓷艺术和产业化道路，实
现了从退役老兵到商界精英的跨
越。他苦心钻研出独具特色的洛
阳牡丹瓷六大系列千余个品种，获
得了河南省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
以及中原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中国
陶瓷界最高水平的“大地奖”金奖
等。其所创品牌“河洛盛世”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优产
品”，成为洛阳、河南乃至全国的重
要特色文化品牌。2013 年李学武
作品系列精品被外交部选用为外
交礼品，步入国礼行列。2016年的
博鳌亚洲论坛、2017 年的“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及 2018年
的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李学武的牡
丹瓷均作为国礼赠予各国首脑。
公司也因此被评为国家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公司产品被审核评定为
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其本人先
后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河
南省文化创意产业领军人物”“河
南省技术标兵”“洛阳科技领军人
物”“河洛大工匠”等荣誉，并设立

“河洛大工匠工作室”。③9

全省商标总量达52.2万件
居中部六省首位

我省出台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管理办法

60日内反馈举报办理结果

我省将建首条空中森林步道

李学武：开创牡丹瓷艺术

党群议事会“议”出老院“新生”

省高院出台意见服务生态文明建设

将补种复绿等纳入
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微心愿墙”点亮贫困户的“小梦想”

8 月 9 日，游客在修缮
后的禹州市神垕古镇漫
步。神垕古镇具有深厚的
历史文化积淀，以烧制钧瓷
闻名于世。近年来，当地以
“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古镇
进行修缮，千年老街焕发出
新的生机，前来观光的游客
络绎不绝。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修旧如旧”
古镇焕新机

首批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出炉

我省14个乡镇入围
源头保护主要是在环

境损害行为尚未发生时，通

过运用刑事、民事及环保禁

止令等处罚方式防治污染

行为的发生。

河南2018年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

◎灵宝市寺河乡 ◎武陟县乔庙镇 ◎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

◎临颍县杜曲镇 ◎项城市丁集镇 ◎伊川县彭婆镇

◎永城市高庄镇 ◎宝丰县石桥镇 ◎浚县王庄镇

◎南乐县千口镇 ◎西峡县西坪镇 ◎辉县市冀屯镇

◎光山县凉亭乡 ◎民权县人和镇

文字整理/尚杰 制图/党瑶

8月 9日，位于内黄县产业集聚区的安阳贝利泰陶瓷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包装瓷砖。该公司以绿色环保为追求理念，重金投入环保设备，先后通过
了英国和美国的相关环保认证，其产品畅销欧美国际市场。⑨3 刘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