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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破解作风建设“瓶颈”

一线找“病灶”防治“慵懒散”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庞书尧 杨晶晶

“要不是畜牧局的专家来得及时，我们这十几头牛恐怕都
保不住了。”10月15日，在西峡县田关乡杜营村，该村三组的
村民廉保文、廉巧恒、廉广田回忆起今年的疫情心有余悸。

今年5月1日，田关乡杜营村三组突发1头成年牛、2头小
牛死亡，11头牛发病的疫情，让该村的养牛大户们慌了神。
情急下，村民们向县畜牧局拨打了求助电话。由22名有高级
兽医师、畜牧师职称人员组成的“专家诊疗110”服务，在接到
情报后，第一时间安排疫控中心主任赵毅带领高级兽医师张
建伟等人奔赴现场诊治，经过精心诊断，用药得当，11头垂危
病牛转危为安。

“专家诊疗110”是该县畜牧局针对山乡群众专门开设的
服务内容，以解决山区群众在畜牧养殖方面的需求。类似这
样的服务今年以来在环保卫生、背街叫卖、旱厕改造、市场管
理等民生热点领域接连展开，受到群众们广泛的好评。

服务不等不靠，效能提升显著, 随着今年“干部作风整
顿”活动开展以来，西峡县以问题为导向，坚持在一线找“病
灶”，防治干部作风“慵懒散”，提振干部精气神，推动了西峡县
各项事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

动真碰硬 让镜头说话

“你好，电视台干部作风大访谈热线吗？农贸南街卖西
瓜、苹果、蔬菜的流动摊位扎堆，已造成交通拥堵……”9月22

日，周六，接到西峡城区徐姓市民热线，县电视台干部作风大
访谈热线栏目组与县干部作风整顿办人员迅速出击，一路跟
踪暗拍，同时通知相关部门迅速到位，现场执法，仅用半个多
小时，拥堵解除。

这样的拥堵是偶然还是常态？现场工作组在解除农贸南
街的拥堵后，对城区的背街小巷进行了暗访，发现这种现象在
城区背街小巷还有8处，虽然在创建文明城市以来，主次干道
管理很流畅，但一些偏僻点位有断档。

随后工作组将暗访情况在干部作风整顿大访谈《问政与
回应》栏目中由相关负责单位一一进行了回应并且提出了限
期整改的目标。

“干部作风整顿年”开展以来，该县工作力量，组成30人
专、兼职工作队伍，组建三个工作组，在县电视台“镜头跟踪干
部作风整顿年”专栏，用镜头“跟踪”干部作风整顿。从群众关
心并且亟待解决的环节发力，征集问题线索，即时暗访拍摄，
用事实说话，现场办公解决热点问题。

通过电视问政的方式，“辣”到点子上，红到面子上，暖到
群众心坎上。目前栏目已播出14期，围绕两轮两翼、九大专
项、污染防治、脱贫攻坚、项目落地等126个问题，请56位有
关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点对点回应社会关注。对群众关注
的“一网通办”、312国道改线、交通运输综合体建设、鹳河生
态文化园建设等热点问题的解决，群众电视问政看到了明晰
时间表和进展动态，“倒逼”干部作风建设的提升，提高服务
效能。

“剑”指不作为 整改显实效

“312国道部分路段划线不合理，存在安全隐患。”接到群
众反映的问题，县公安局、县公路局即知即改，迅速抽调专业
人员现场勘察，两天时间内新划道路标线120平方米，新增人
行横道斑马线20根，有效改善了该路段安全隐患问题。

针对“放管服”改革的成效，该县组织辖内宛药集团、西保
集团、龙成集团、通宇集团、西排公司等20余家骨干企业，对
拥有审批权、执法权的45家职能部门、窗口单位的服务态度、
工作效率和落实效果进行了行风评议。

同时对45个职能部门围绕党员干部在上班工作纪律、公
车私用、公务灶管理、违规吃喝、中午饮酒、违规参与高消费娱
乐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镜
头画面式适时录入。镜头“跟踪”与执纪问责同步，筑牢作风
纪律“防火墙”。

让服务对象进行行风评议，用实效检验干部作风整顿
的成效，是西峡在“干部作风整顿年”中的重要措施之一，今
年以来，该县已针对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环境保护、民生实
事等重点工作，分解立项，建立台账，组成16个明察组和2
个暗访组，划定4个片区，实行轮班督查制度，做到全覆盖、
无死角、无盲区。重点查找在履职尽责、服务态度、工作纪律
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六字当头”问
题。先后处理人员18人次，党纪政务处分4人，通报曝光典
型问题3起。8

淅川

道路通了 旅游火了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康帆 杨振

辉）“这里离坐禅谷景区近，秋高气爽的季节正适合来这里
玩儿,节假日里，来吃饭住宿的游客常常爆满！”10月 14
日，淅川县仓房镇磨沟村龙泉宾馆老板吕鸿飞说。

吕鸿飞的老家仓房镇三面靠山，一面环水，曾因为道路
不通，山里人出不去，外面人也进不来，守着绿水青山受穷。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既要水清还
要民富。近年来，该县立足区位优势，紧抓丹江5A旅游景
区开发机遇，在基础设施配套、金融担保贷款等方面对旅
游业重点帮扶，带动困难群众走上脱贫致富路。

2015年，投资 25.8 亿元的丹江口环库生态与水质保
护绿色公路项目（下称环库路）成功落地。一年后，丹江两
岸天堑变通途，一条环库公路把仓房镇香严寺、坐禅谷景
区和马蹬镇八仙洞、丹江大观苑景区连为一体。

道路通了，旅游火了！旅游旺季,吕鸿飞的宾馆每月
收入都在一万元以上，他还带动全村 60多户村民开起了
农家乐。

开农家乐，卖土特产，磨沟村如今有一半人从事旅游业。
此外，县驻村扶贫工作队还帮助该村建成了电商服务站，将
当地出产的绿色食品、土特产等通过互联网卖到山外去。

截至目前，淅川县发展休闲农业合作社、农家乐、生态
观光采摘园的贫困户已达 500余户，旅游从业人员 3万余
人，带动人均增收1500元。仅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淅川县
就接待游客5.2万人，旅游综合收入达2600万元。8

新野

赛出脱贫精气神
本报讯（南阳观察记者 刁良梓 通讯员 孙风雷

李玉豪）“有的常年大病，缺少劳力；有的房屋破旧，家具
简陋……通过两年多的精准帮扶，群众贫困状况大有好
转，有的甚至找到致富门路，脱了贫！”10月 10日上午，新
野县“我扶贫、我担当、我光荣”讲出“我的扶贫故事”主题
演讲比赛决赛正式拉开帷幕，上庄乡政府扶贫干部周凌辉
讲到深情处，热泪盈眶。

为最大限度激发扶贫干部内生动力和担当精神，展示
扶贫干部风采，为脱贫攻坚再加油、再鼓劲，按照南阳市统
一部署，新野县在全县扶贫干部中开展以“签订一份《脱贫
攻坚请战术》、举办一次‘我的扶贫故事’演讲比赛、开展一
次宣讲活动、选树一批先进典型、表彰一批优秀扶贫干部”
为主要内容的“我扶贫、我担当、我光荣”主题实践活动。

扶贫攻坚战役打响后，新野县从县乡两级抽调2736名
在职公职人员、筛选40多家帮扶能力强的企业驻村定点开
展结对帮扶，全县共选派第一书记63名，组建驻村工作队
73个、工作队员 190名，实现了 47个建档立卡贫困村、16
个非贫困、软弱涣散村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全覆盖。

据悉，此次演讲比赛，分为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进行，通过层层选拔共有 12名扶贫干部进入决赛。决赛
当天，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8名。8

南阳“政福保”项目

将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
纳入保险救助范围

9月 15日，南阳市淅川县厚坡镇袁某、金河镇安某等
12位特困群众得到了南阳市“政福保”每人 500元到 800
元不等的大病救助保险金补偿。截至今年 9月底，全市共
发放大病救助保险金23笔，救助金额1.2万余元。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在与民政局充分沟通的基础
上，在“政福保”政府救助综合责任保险方案外，另对民政
局建档立卡的特困群众馈赠“特困群众重病医疗救助保
险”。特困群众因特大疾病（33个病种）住院，经五级（居民
医保、大病医保、大病补充、医保救助、医疗救助）报销后剩
余部分医疗费，在 1000元以内按 50%报销，在 1000元以
上按800元报销。

今年，南阳市人民政府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形式，以
民政局作为投保人为全市居民办理了一份政府救助保
险。该保险为河南首创，取名为“政福保”寓意“人民政府
要造福于民”，居民不花一分钱，就能得到 2000元到 20万
元不等的救助金。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作为承保人为
全市人民提供了1亿元的政府救助保障，保险责任包括：见
义勇为救助、未成年人溺水死亡救助、意外事故救助、自然
灾害救助、交通事故救助、救助人员意外救助、特困群众重
病医疗救助。

凡南阳市辖区内建档立卡特困群众，因特大疾病住院
治疗后出院的，如在五级机构报销后还有自付金额，可第
一时间向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中心报案，也可由各
辖区内民政部门向保险公司转报案。人保财险在接到报
案后将会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将
理赔救助金发放到位。

人保财险南阳市分公司理赔中心电话：
0377-63395518
索赔资料有哪些？涉及死亡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

（2）死亡证明；（3）户口注销证明；（4）火化证明；（5）身份证、
户口簿复印件；（6）受益人相关身份证明材料及银行账户。

涉及伤残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

（2）二级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及病历复印件；（3）司法部门
或保险人认可的具有鉴定资质的医疗机构、保险人认可的
具有鉴定资质的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残疾鉴定书；（4）身
份证、户口簿复印件；（5）领款人银行账户。

涉及医疗费赔付范围的：
（1）相关民政、公安等政府主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

（2）二级及以上医院发票、诊断证明、用药清单、住院证、出
院证、病历复印件；（3）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4）领款人
银行账户。8

伏牛金秋故事多
编者按“把生态资源优势变成生态产业优势,让美丽贫困山区变成美丽富饶山区”。这是人们对伏牛山最殷切的期

盼，绵延的伏牛山是南阳市一道独特的森林屏障，也一度是这里的山区群众发展受阻的客观原因之一。随着绿色发展理念

的日益深入，特色产业日益在这里兴起，当地群众在发展的同时，也坚守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共赢。金秋时节，走访伏牛山，我们从一个个故事中感受生态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同频共振。

□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樊迪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位于
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上的内乡县大桥乡
杨沟村无疑是幸运的，独特的气候孕育了杨沟
柑橘独特的味道。

“来，来先尝尝我们的橘子，保管甜。”10月
12日，在杨沟村刚进入村口，刘学勇就吆喝着
让记者尝一尝他的橘子，又到了橘子收获的季
节，他专程从荥阳回到家乡。“家里种了 600多
棵橘子树，平常亲戚帮忙照看着，每年成熟的时
候，回来卖上一阵，每年多上万把块的收入没问
题。”刘学勇告诉记者，10月底是销售的旺季，
除了节假日里来采摘的游客，来自全国各地的
商贩们也都会专程前来收购。

沿着村口的山路，放眼望去，山坡上黄澄澄
的橘子挂满了枝头，前来采摘的游客车辆络绎
不绝。“现在的停车场都不够用，能再有个停车
场就更好了。”刘学勇一边招呼着过往的游客，
一边让记者帮忙“呼吁”一下停车场的问题。

毗邻伏牛山的杨沟村，土壤贫瘠，大面积的
丘陵地带被裸露的岩石覆盖。“下雨水存不住，
山上浇水也不方便，种上庄稼只能靠望天收，一
年下来除去投入的物料，倒贴钱。”说起过去的
穷山沟，村民们抱怨不已。

上世纪80年代，杨沟村村民刘保善一次“偶
遇”，让柑橘在杨沟落了地。1985年，一位亲戚
从四川给刘保善带来了一棵盆栽柑橘，刘保善将
盆栽柑橘移植到了自家的牛棚旁。没想到的是，
柑橘在牛棚旁茁壮成长，果实累累，而且味道比
市场上一般的橘子要甜上许多。杨沟村与柑橘
的缘分就从那时开始了，截至目前,该村已经发
展了近万亩的柑橘，在丘陵中，一块块石头缝中
茁壮成长的柑橘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橘子树不仅能帮助山地留存住一定的水
分，改变山区土地的贫瘠状况，现在也已经成为
杨沟村致富的特色产业，近两年，畅通的公路修
到了村里，离县城近40分钟的车程吸引了不少
人节假日休闲娱乐。我们在村里专门修建了广
场，供村民们集中销售红薯、橘子酒这些土特
产。下一步我们将打深加工牌，提高附加值，让
群众享受更多柑橘带来的红利。”杨沟村党支部
书记刘国岐说。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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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王玉贵

金秋时节，走进西峡县桑坪镇，清澈的鹳河水
舒缓流淌，河岸边时不时有成群的鸭子嬉戏觅食；
凸凹不平的山坡上，尽管已到了落叶的季节，但依
然能看出植被的茂密……而这正是群众“下山”居
住、产业“上山”发展换来的绿水青山图景。

桑坪镇位于西峡县西北部，有20个行政村，其
中有12个村“躲藏”在伏牛山的旮旯里。落后的耕
作方式，曾一度使人们辛苦劳作一年所获无几，而且
毁坏了林地，破坏了环境。

借脱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该镇党委、
政府鼓励偏远山区的群众搬出大山，到集镇居住。

“过去住在山里，种二亩山坡地，头顶太阳背朝
天干一年只够糊饱肚子，没办法的时候只能靠林子
里的树来增加点收入。”从大山深处的磨沟村搬迁到
集镇居住的宋银柯感触颇深，搬迁到镇上后，他买了
辆大车跑运输，仅两年时间，家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每年的收入是在山里居住时的三四倍。

桑坪镇先后建设了三个深山零星户移民搬迁小
区，使那些从大山深处搬来的群众在集镇住进了“小
高层”，91户易地搬迁户333人在集镇得到了集中
妥善安置。

搬得出，还要稳得住，利用桑坪镇地处南阳西
峡、洛阳栾川、三门峡卢氏三县交界的区位优势，该
镇引导群众围绕山珍销售、百货、餐饮、住宿等行业
新发展各类商业门店总数达600多家，商贸从业人
员5000多人，拓宽了致富的道路。

12个深山村群众逐步下山居住，深山老家周围
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很好的生态自然修复，九松沟、包
沟、万沟等九条沟道里如今处处山涧溪流匆匆，林木
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除了生态的自然修复，桑坪镇鼓励一些有能力
的种植大户上山开办家庭农场，种果树、种药材发展
绿色经济。横岭村的“猪苓大王”卫成便是其中的受
益者。“把猪苓种在中药材山茱萸树下，利用山茱萸
树冠大、遮阴效果好的优势，让猪苓和山茱萸相互受
益，去年，光山茱萸和猪苓两项种植我就收入了20
多万元。”卫成说，在横岭村，像他这样的种植户不下
10家，而全镇近500户种植猪苓等中药材，总面积
已达到9500亩。

如今，野生猕猴桃、中药材、食用菌这些绿色农
业供养着桑坪镇的群众，扮靓着巍巍伏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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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观察记者 吴曼迪 本报通讯员 樊迪

秋天，漫山的树木开始凋零，进行短暂的
“修整”，等待来年的成长。对内乡县宝天曼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獐保护站的职工们来说，又
到了一年里最为忙碌的时候。

“快要进入冬季,森林防火的任务很重，要
时刻保持警惕。”10月 13日，在保护站，记者见
到了站里仅剩的三名女同志之一马志存，她已
经在保护站工作了近20年时间。

从内乡县城到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
獐保护站开车需要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比起过
去，平坦的公路大大方便了进山的人们，然而盘
山路，依然会让人有强烈的不适感，很难想象在
没有路的时候，马志存和同事们要徒步四五个
小时到达保护区，钻进密林中进行巡山、树种清
查等各项工作。

“每个月要巡山八到十次，基本上早上六
点钟上去，到下午七八点才能回到保护站，中
午就在山上啃点馒头或者方便面。”马志存告
诉记者，她早已习惯了山里艰苦的环境，面对
山里随时出没的毒蛇、蚂蟥等，从第一次害怕
到现在习以为常，她付出了自己最美好的 20
年。20年里，由于山区交通不便，年幼的女儿
发高烧，她在山上干着急却没法第一时间赶下
山区照顾。家中的老人生病住院，她能做的也
只能是抽空回去看一看。说起如今已经大学毕
业的女儿从小被大姨带大，马志存眼泪止不住
地在眼睛里打转。“既然干了这份工作，就要兢
兢业业地把它干好，唯一亏欠的就是自己的家
人。”她说。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位于伏牛山南麓，总面
积9304公顷，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丹江水
库的水源涵养林区，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纳入世界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网络。

“这里是天然的物种基因库，保存着较为完
整的天然次生植被和原生植物群落，日前，建立
伏牛山国家公园已经被提上日程，这意味着我
们肩头的担子更重了。”马志存说，再有两年就
要从这个岗位上退下来，她将站好自己最后的
一班岗，和同事们一起守护好这片绿色的“宝
藏”。8

南阳“政福保”为民解急难之三

内乡县大桥乡杨沟村橘子丰收 樊迪 摄 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职工们在进行树种清查 安贵宾 摄

伏牛山主峰老界岭林海苍茫伏牛山主峰老界岭林海苍茫 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2.00元（今日郑州市、焦作市、南阳市为20个版）

深山群众在桑坪镇的集中安置点 王玉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