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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利军

“这两个是刚整治好的坑塘，一个
3亩多，一个 1亩多，还一并整理出 2
处宅基地和1条村民出行道路。”11月
15日，在鹿邑县马铺镇段庄村，村党
支部书记段红旗与记者聊起镇里正在
开展的“二四四”工程。

“二四四”工程，即“两废”“四空”
“四堆”专项整治与综合利用行动，“两
废”指废闲地、废坑塘，“四空”指空心
村、空闲地、空宅基、空宅院，“四堆”指
垃圾堆、柴草堆、杂物堆、粪堆。

段庄村郑庄南头有一大片村民的
自留地，多年来土地资源闲置，90多
户村民从中见不到经济效益。今年 7
月，段庄村党支部用“四议两公开”工
作法，让大家伙议，让村民代表定，一

个月下来，130多亩良田被整理出来。
“这一大片是繁育的小麦良种，那

一片种的是中药材。下一步，我们还
准备把处在地边的自力更生渠改造成
村里的休闲风景河。”段红旗介绍，通
过推进“二四四”工程，不仅解决了村
民增收难和民生短板问题，融洽了党
群干群关系，还将整治出来的坑塘和
宅院进行有偿承包或租赁，每年可为
村集体带来2万多元的收入。

“在推动农村党组织建设、脱贫攻
坚、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时，我们遇到
了村集体经济薄弱、土地资源闲置、

‘空心村’以及环境‘脏乱差’等突出问
题。”马铺镇党委书记朱保宇告诉记
者，经镇党委政府反复征求意见，决定
采取试点先行的办法，统筹开展“二四
四”工程，一举求多效解决问题。

在马北村小胡庄村头，是“中收种
植”和“万耕农机”两家专业合作社，宽
敞明亮的经营厂房立在北侧，前面是一
个 600 多平方米的群众文化活动广

场。往东走，一个绿树环绕的鱼塘映入
记者眼帘，塘内鱼儿跃出水面，泛起阵
阵波澜。鱼塘的南边，是一个家禽散养
场，鸡儿相互追逐，大鹅引颈高歌……

“这里原先是一处废弃的低洼地，
有 6亩多，既种不成粮，也栽不成树，
成了人见人烦的垃圾场。”马北村党支
部书记雷学峰告诉记者，在整治过程
中，村干部、党员先干一步，带动群众
参加义务劳动，最多一天达 50多人。
治理好后，采取有偿租赁，强了合作
社，乐了群众，多了就业岗位，壮大了
集体经济。

村“两委”浓浓的干事创业氛围，
也带动着民风向上向善。村民胡志安
长年在外创业，家里 2处相连的宅子
闲置下来。通过对空宅院的整治，胡
志安0.6亩的宅院种上了油菜，并无偿
交由低保户胡志才打理。“俺媳妇去年
得了大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胡志
才说，“村里和乡亲们不少帮俺家，我
得好好干，再种几茬蔬菜，仅此一项每

年就有2000多元收入。”
马北、段庄等村的实践探索，为在

全镇开展“二四四”工程奠定了基础。
“在推进过程中，主要解决不敢干、不会
干的问题。”马铺镇镇长袁征介绍，在解
决“不敢干”方面，镇里采取党委书记抓
统筹，镇长抓落实，镇党政班子成员分
包到村组建整治指挥部，共同解决问
题。在解决“不会干”上，采取现场观
摩，建立示范点、树立示范户。自 9月
以来，全镇已整理出荒废地3200多亩，
开发废坑塘40多处、15000多平方米，
清理垃圾 500多吨，拆除违法建筑物
60余处，改造庭院379户，实现村村有
新景象，户户有新面貌。

“马铺镇境内有惠济河、太平沟、
明镜沟，或绕镇而过，或贯穿全境。下
一步，我们将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借助
独特的水资源和‘美丽马铺’整治效
果，发展高效规模农业、观光休闲采
摘、乡村游、民宿等，做好乡村振兴的
大文章。”朱保宇表示。③5

基层亮点连连看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党建高质量 乡村“绿富美”

陈安宝：日寇未灭，何以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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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放 摄影报道

11 月 16日，在河南工业大学 3号
教学楼连廊通道里，考研学生们在读书
背诵。每年考研前夕，这里都会成为最
抢手的地方。如今3号楼考研学生刻苦
读书的情景，再次成为河南工业大学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⑨6

书声琅琅备考研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11月 14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我省 10月份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速稳中趋缓。前 10
个月全省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财
政收入质量持续改善。

数据显示，前10个月全省财政总收
入5099.8亿元，同比增长15%。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3212.8 亿元，为年初预算
3668亿元的 87.6%，同比增长 12.7%。
地方税收收入 2288.7 亿元，同比增长
17.2%；非税收入924.1亿元，同比增长

3%；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
重为71.2%，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

从财政支出情况看，前10个月，全
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20.6 亿元，同
比增长11.1%。民生支出5936.6亿元，
增长 10.7%；其中，节能环保支出增长
59.8%，主要是为支持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投入力度不断
加大；住房保障支出增长 38.5%，主要
是我省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资金规模和
进度较去年都有所提高。③9

前 10个月

全省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5%

金菊满地祭英烈，万里长空思忠
魂。当下时节，浙江台州市民时常前
往位于凤凰山的陈安宝烈士纪念园，
瞻仰这位以身殉国的抗日名将。

沿凤凰山拾级而上，两侧是各
界人士为烈士题写的挽词。山顶墓
碑前，矗立着一座 5 米高的石柱，上
书“ 抗日名将陈安宝之墓”九个大
字。凤凰山下，横街镇秀丽的景色
尽收眼底。今世繁华，告慰着烈士
的英灵。

陈安宝，字善夫，1891 年出生于
浙江黄岩横街乡马院村（现属台州市
路桥区横街镇）。1916年毕业于保定
陆军军官学校步科第 3期，在浙江陆
军第 2师任排、连长。1926 年第 2师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26军，陈安宝任
营长，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后任团
长、旅长。1933年任第 79师副师长，
1935年升任师长。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安宝率
部参加淞沪会战，因战功升任第 29军
军长兼第79师师长。

1939年 3月，陈安宝率部参加南
昌战役。5 月 6 日拂晓后，日军向陈
安宝部发起攻击，部队伤亡十分惨
重。午后 5时，日军突破中国军队左
翼龙里张阵地，双方进入白刃格斗，
陷入混战状态。陈安宝带着随从冒

着日机的轰炸赶往督战。途中，不幸
中弹牺牲。

1939年夏，陈安宝的灵柩被运回
家乡，安葬在家乡的凤凰山，沿途数万
群众设祭。

1983年 1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
准授予陈安宝革命烈士称号。1984
年 4月，黄岩县决定，将抗战初期陈安
宝捐资重建的作新小学，恢复命名“安
宝小学”。路桥区政府将镇广场命名
为“安宝广场”。陈安宝的英雄事迹，
也编写为乡土教材，作为“开学第一
课”进入路桥中小学课堂。

位于凤凰山的陈安宝烈士纪念园
由烈士纪念馆、故居和烈士陵园三部
分组成。纪念馆于 2014年 9月落成，
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走进纪念馆，
陈安宝将军纵马扬鞭、驰骋疆场的铜
制雕像首先跃入眼帘。馆内史料讲述
着陈安宝将军的报国人生，参观者无
不满怀敬意、感佩连连。

陈安宝烈士纪念馆负责人徐玮玮
说，每次经过安宝广场，远远看到庄严
肃穆的纪念馆，心中敬意油然而生。
陈安宝将军精忠报国、不怕牺牲的大
无畏精神，将永远激励家乡干部群众
爱国爱乡、爱岗敬业，把脚下的这片土
地建设得更加繁荣。

（据新华社杭州11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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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建武 本报通讯员 李向阳

去年以来，省政府推进12个重点产
业转型发展攻坚，强力带动了河南烟草
业高质量发展。河南中烟洛阳卷烟厂
作为河南中烟一基层单位，紧紧围绕全
省烟草业“1433”转型升级工作思路和
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推进高质量发展
要求，将创新的“活水”引入营销高质量
发展之“渠”，汲取“创新+营销”的不竭
动力，深耕营销创新“试验田”，不断推
动育牌拓市由资源支撑型向创新驱动
型转变，积极探索以创新推动企业营销
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盘活思路 将“创新平台”建起来

“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渐成
主流，旧的营销模式已不适应转型升级
工作要求。解决市场新问题，必须走创
新道路；实现品牌新发展，更须增强创
新能力。”如何推进营销创新，洛阳卷烟
厂领导者思路清晰，态度坚决。

洛阳卷烟厂突出创新发展主线，积
极推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建设，全力
构建“1+2+N”多元融合型营销创新模

式，即围绕黄金叶品牌培育一个中心，
突出“满足消费者需求、满足市场化取
向改革”两个重点，叠加实施工作机制、
旅游营销、跨界合作、消费开发、互联网
营销等N种营销创新动作，着力抓住“牛
鼻子”，打出“组合拳”，让创新源泉在营
销平台充分涌流，让创新潜能在营销战
场充分释放。

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
事。洛阳卷烟厂强化营销目标导向和
转型升级工作要求，成立专职专人的消
费开发工作小组和转型升级工作小组，
构建以“营销分中心”为业务主体，以

“消费开发”和“转型升级”保驾护航的
“一体两翼”营销工作格局。营销分中
心承担市场建设、品牌培育和终端建设
等主体责任，消费开发小组负责全员营
销、圈层营销等消费开发工作的执行和
落实，转型升级小组服务三地烟草业转
型升级，对接豫西烟草一体化，实现了

“营与销”“主与辅”的双轮驱动。

深度融合 把“豫西烟草”连起来

作为全省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的
推进主体之一，河南中烟洛阳卷烟厂积

极探索区域发展的新模式、新路径，发
掘豫西三地地域相近、市场相连、文化
相通、基础良好等优势，有效整合各种
资源，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优势、政
策优势的叠加效应，搭建洛阳、三门峡、
济源三地烟草局（公司）和洛阳卷烟厂
豫西烟草四方深度协作平台，合力推进

“平台共建、市场共维、品牌共育、文化
共享”四大工程，着力建设目标同向、措
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创新先
行区、发展示范区，奏响了豫西烟草协
同发展的最强音。

目前，豫西烟草系统建立了目标定
期研讨机制、业务同频共商机制、队伍
多方融合机制，共同订计划、优策略，着
力推进黄金叶品牌规模、结构“双提
升”。豫西烟草连点成线、连面成片的
发展聚合效应已经初步彰显。

“豫西地区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
源丰富。洛阳一年游客超过 1亿人次，
如果 100万名游客，每人买一条黄金叶
就是 4000 箱，每人买一包黄金叶就是
400箱，市场潜力巨大。”洛阳卷烟厂对
豫西旅游市场账算得很清楚。

洛阳卷烟厂推动以产品创新和模

式创新为核心的“卷烟市场＋旅游市
场、黄金叶品牌＋旅游品牌、金叶文
化＋旅游文化、传统营销＋旅游营销”
有机结合，打好文化牌、特产牌、旅游
牌，联合洛阳市烟草局（公司）实施“国
色天香·金叶礼豫”旅游终端授牌管
理，整合知名景点、高端酒店、人气卖
场等优质终端资源，拓展“形象展示、
品牌培育、消费体验、宣传促销、消费
跟踪、意见收集”等 6 大功能，努力把
洛阳卷烟旅游市场打造成“省内标杆，
全国亮点”。今年以来，洛阳共建立卷
烟旅游终端形象店 58 户，销售卷烟
740箱，单箱销售额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2倍多。

创新动作 让“品牌培育”活起来

产品是市场的基础。洛阳卷烟厂
开展跨界合作、消费开发等营销创新动
作，致力于建设机制创新实践高地、模
式创新聚集高地、成果创新孵化高地，
不断提升黄金叶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创新跨界合作。深化“跨界+分享+
合作”的理念，
坚 持“ 消 费 导

向、体验互补、资源共享、高效协同”的
原则，与三地中石化、福彩中心、酒泉酒
业等知名企业开展“烟+油”“卷烟+彩
票”“香烟+美酒”跨界合作，千方百计抢
占新阵地，想方设法开辟新领域，融合
各方优势开展跨界合作，有效拓展了黄
金叶品牌的宣传和销售宽度，形成了

“连点成线扩面”的立体化传播效应。
创新消费开发。坚持一切以消费

者为中心，加大消费开发力度，积极构
建面向消费者的营销生态圈，直接触动
营销“末梢神经”，把握消费真实脉动，
努力实现从“营销”向“赢消”的转变。
精准开展系列消费开发活动，紧盯重点
人群、重点场所、重点事件、重点时间，
形成了向消费环节全面铺开、长期发力
的格局，有效促进了消费落地。

开启新时代，迈上新征程，聚营销
基因，促营销转型。河南中烟洛阳卷烟
厂正不断将创新的DNA融入企业重点
工作，推动营销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
和河南中烟营销高质量发展的“排头
兵”和“先行者”。

本期关注

目标不打烊 决胜四季度（四）

聚创新基因 促转型升级
——河南中烟洛阳卷烟厂转型创新工作报道

□郭德胜 杨克让

为全面完成 2018年烟草市场综合治
理各项工作任务，确保全市烟草业转型升
级目标顺利实现，10月初新乡市召开四季
度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安排部署专题
会议，以“利剑2018-护航中原”专项行动
为抓手，各级工商、烟草、公安、交通、邮政
等部门密切协作，采取四项措施，决战四
季度，切实加强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加强宣传，筑打防结合坚固防线。结
合“利剑2018-护航中原”专项行动，做好情
报搜集、分析研判，实现重大案件的预警防
范，全市广泛开展对以往查处违规商户“回
头看”活动，对今年以来查处的区域举一反
三，对查处的问题逐条梳理分析，认真进行
复查。通过在广大物流寄递企业开展“送法
入门”“以案说法”“举报奖励”等活动，大力

宣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积极提高物流寄递
行业的业主、司机、寄递员知假、识假、打假
的意识，勇于参与举报烟草行业违法行为，
在寄递物流行业建立群防群治的坚固防线。

完善机制，促综合治理工作规范。以
建立和完善各项工作制度为核心，依据
《全省烟草业转型升级工作考评细则》，印
发了《2018 年全市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
作考核评分细则》，从考评对象、内容、标
准、方式等六个方面进行了任务明确，使
基层单位第四季度工作有的放矢，对标查
漏补缺，着力补齐短板，抓重点、攻难点、
出亮点，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推进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提档升级。

协调联动，强执法检查取得成果。充
分发挥烟草市场监管“立体式”联动机制，
强化烟草与工商、公安、交通、邮政管理等
部门的配合，以经营名烟名酒、土特产、食

杂批发、礼品回收店、宾馆饭店、娱乐场所、
各类集贸市场等为重点区域，查看卷烟经
营户证照、进销货台账是否对应，是否存在
经营“假、非、私”烟行为，坚决依法取缔无
证卷烟经营户，引导和督促具备条件但暂
未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经营户尽快
办理许可证，对不符合经营条件的无证经
营户，工商、烟草部门联合行动集中取缔。
10月 26日，接群众举报，城区烟草、工商、
公安执法人员联合对凤泉区块营村一无证
户进行了查处，虽然遇到商户的阻挠，但在
执法人员强有力的政策教育下，当场查扣
了其违法卷烟云烟（软珍品）10条、利群
（新版）47条等共计10个品种82条。

勤督常查，使问题整改工作落实。市
烟草市场治理办坚持问题导向，由市政府
领导和工商、烟草部门领导带队，
在国庆节后分别对各县（市、区）督

导，各地区积极行动，注重研究现阶段案
件特点，拓宽案件来源渠道，推进烟草市
场综合治理工作向纵深开展，对辖区内无
证经营户进行彻底清理，重点突出省、市
边界市场和农村市场、交通枢纽、宾馆、酒
店、网吧等地区、场所，加大打假打私力
度，全力追查假私卷烟，不给不法分子市
场流通的空间。

第四季度以来，全市共开展集中行动
117次，出动人员 836人次，出动车辆 246
台次，检查零售商户9810户（次），取缔无
证经营 13户，查办各类卷烟违法案件 50
件，查获各类违法卷烟 3426.6条，涉案金
额共计42万余元，有效防止了假烟和非法
流通卷烟扰乱市场秩序，为全市烟草产业
转型升级工作目标完成作出了积极贡献。

新乡市采取“四项措施”

决战四季度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豫烟雄风 辉煌河南” 烟草市场综合治理各地在行动

图片新闻

11月12日，
桐柏县烟草治理
办组织工商、烟
草、公安等部门
对辖区农村烟草
市场进行整治

王宇 摄

近日,三门峡
市各县（市、区）
扎实开展烟草市
场检查行动

李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