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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1月 23日，许昌市召开2019年度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市要在12月 20日之前，全
面完成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党
报党刊发行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自觉性主动性，切实把
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
好。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统筹协调，落实订阅任务，强化经费
支持，提高发行时效，确保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有序推进。要严明
纪律规矩，明确征订范围，严格制度规定，抓好专项整治，切实规
范报刊发行秩序。要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党报党刊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会上，许昌市财政局、市邮政公司就顺利推进全市 2019年
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提出实施办法。禹州市、长葛市作了典型
发言，其余各县（市、区）作了表态发言。与会各县（市、区）均表
示，保证完成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任务。③6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红）11月
23日，三门峡市召开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贯彻落
实全国、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 2019年度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

会议指出，党报党刊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手段，是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主阵地，要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切实把《河南日报》等重点党报党刊的
发行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认真落
实订阅任务，保持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数量稳定。

会议强调，坚持读党报、看党刊，也是增强党性修养的重要一
环。各级政府要通过多种形式，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订阅重点党
报党刊。各县（市、区）要安排专项经费，大力推动将党报党刊作
为公共文化产品予以订购赠阅。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站在讲政
治的高度，把征订党报党刊作为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具体举措。广
大党员干部也要自觉阅读党报党刊，使之成为一种工作习惯。③6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11月 23日，漯河市召开2019年度全
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强调要将党报党刊的订阅作为加强
党建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统筹协调，确保
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稳定。

会议指出，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是新形势下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的需要，是自觉担负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的重要抓
手，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抓好落实；
党委办公室要提出明确要求，加强督促检查；宣传部门要发挥好
综合协调作用，抓好发行任务的分解落实；组织部门和财政部门
要大力支持；邮政部门要提高报刊收订质量，做好统计汇总工
作；各县区、各单位要加大财政和党费支持订阅力度，并要安排
专项经费，把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由财政统一订阅赠送
基层；各垂直管理行业系统、金融系统、“两新”组织的主管部门，
要将党报党刊的订阅工作作为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手
段，确保2019年度党报党刊发行稳定。③8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张晓静 蒋晓宇

65岁的赵电普是南乐县张果屯镇烟
之东村的贫困户，也是该村联富果蔬现代
农业园区的一名清洁工。“遭了灾，咋都提
不起劲儿，但幸好有赵支书鼓励俺，贫穷
不可怕，劳动最光荣！”赵电普口中的“赵
支书”，是市级劳模赵战秒。

劳模群体打头阵，是南乐县脱贫攻坚
的一把“利器”。各个领域的劳模、工匠、五
一劳动奖获得者，不仅将“劳模带动”转化
为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的行动，更让“撸起
袖子加油干”的精气神深植贫困群众心中。

在联富果蔬园区外，一张明细表将党
员种植户与贫困户一一“连线”。作为烟
之东村党支部书记和园区负责人，赵战秒
主动找上赵电普。赵电普的儿子车祸遇

难后，一座西红柿大棚拯救了他的家，“多
亏赵支书免了租赁费，又手把手教技术，
俺才能年收入 3万元。”赵电普的生活刚
稳定，却又因遭遇疾病而心灰意冷，可赵
战秒没有放弃他。“种不成地，还能用扶
贫资金入股分红；园区公益岗活轻，也能
干。赵支书给俺安排得这么好，俺不能

拉后腿。”赵电普说。
“党建+劳模+贫困户”模式在南乐县

日渐成熟，42名有产业基地的党员劳模对
接42个党支部，引领986名党员与贫困户
结对帮扶，已辐射带动 1788户 4106人增
收。

除产业拉动外，促转移就业、抓技术
培训、送医疗下乡等也是南乐县劳模群体
建立的扶贫路径。整合人才、技术、资金、
市场等资源，采取志愿服务等方式，劳模
群体各显其能助力脱贫攻坚。

“真没想到，虽然俺的手不利索，但厂
里也招了俺。”南乐县元村镇谷村村民高
桂先是向阳服饰有限公司的女工，有了稳

定收入后，她一年就脱了贫。“只要贫困户
有就业意向，基地就会在招工、工作时间、
工资等各方面开‘绿灯’。”市级劳动模范、
向阳公司负责人李靖说，“幸福靠双手奋
斗，这是我的经历，也是我想分享给贫困
户的精神。”作为全县首批精准扶贫就业
基地，该公司已累计带贫400余人。

由 6 名劳模组成的南乐县城关镇西
街关小学支教服务队，用贯穿整个学期
的教育指导，打开了数十名贫困学生和
家长的心门。贫困户李亚军因生活条件
产生的自卑，被服务队的心理辅导“治
愈”，他说：“现在穷不丢人，不努力脱贫
才丢人！”③8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 通讯员
宋跃伟）新整修的道路在碧绿的麦田衬托
下格外耀眼，文化广场上孩子们在奔跑、
玩耍；党群服务中心里，党员活动室、图书
阅览室、老年活动中心等一应俱全。11月
26日，记者来到正在争创“乡风文明红旗
村”的登封市颍阳镇裴塘村，这里整洁、文
明的乡村场景让人心旷神怡。

“今年春天的时候，村里要对环村
西路进行扩宽。起初还担心和村民协
商占地会不会顺利，没想到的是，村里
就开了一次会，等到该种麦的时候，一
户村民竟然主动找到我，问他的地影响
不影响修路，如果影响，他直接就不种
麦了。”裴塘村党支部书记郝红伟说，

“环村西路扩宽工程进展非常顺利，没
怎么费事儿。”

裴塘村的改变，始于登封市开展的争

创“乡风文明红旗村”活动。
今年以来，登封市以开展争创“乡风

文明红旗村”活动为主线，聚力乡风文明，
通过“一约五会”（即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禁赌禁毒协会、道德评议
会和孝善理事会）建设，深入推进移风易
俗，提振贫困户脱贫志气。

登封市在尊重群众意愿、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及时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将反对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高价彩礼
等作为村规民约的重要内容，抓好监督执
行；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禁毒禁赌协会和孝善理事会的
作用，规劝村民摒弃各种陈规陋习，推动
建立并维护农村公序良俗。

该市坚持“以点带面，统筹推进”的原
则，全市筛选确定第一批“乡风文明红旗
村”争创活动示范村50个。示范村要设置

一组乡风文明宣传文化墙；设立一个善行
义举榜；开展一次“星级文明户”评选活
动；建成一个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制
定一套完善的村规民约；划定一个结合本
村实际的红白事消费标准。

同时按照“一村一策、一村一品”的原
则，登封市将“乡风文明红旗村”争创活动
与脱贫攻坚行动、美丽乡村建设和基层文
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互促互进。宣化镇
在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中，对“贫困户脱
贫内生动力不足”的一票否决，以乡风文
明建设的良好成效，推动脱贫攻坚的开
展。

目前，全市有213个村修订了《村规民
约》，完善了“五会”组织；188个村建设了村
史文化墙；205个村建立了学雷锋志愿服务
站，242个村组织开展了“星级文明户”“好
婆媳”“好儿女”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③8

许昌

确保完成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三门峡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漯河

把党报发行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登封：聚力乡风文明提振脱贫志气 确保党报发行持续稳定

劳模扶贫打头阵“造血补气”拔穷根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11月 25日，胡明明（中）在为儿童推拿按摩调理腹泻。今年37岁的胡明明是夏邑县城关镇康乐胡同居民，患有先天性视网
膜色素变性疾病，双眼只有光感。为了不拖累家人，她努力学习盲人按摩技术，获得了国家医疗按摩资格证和高级推拿师资格
证。去年10月，胡明明开办了仁济堂母婴亚健康护理中心，成为妇女就业创业标兵，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还安排了5位残疾人就
业。“我虽然是个盲人，但人生奉献不能有盲点。”胡明明说。⑨6 苗育才 摄

人生奉献没有“盲点”

各个领域的劳模、工匠、

五一劳动奖获得者，不仅将

“劳模带动”转化为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的行动，更让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气神

深植贫困群众心中。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宋晓丹 任婧

日前，2018年全国质量标杆名单
公布，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名列其中。而这，仅是卫华集团着
力推进质量提升的成效之一。

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卫华集
团始终把产品质量放在战略高度，实
行质量优先战略，建立了科学的质量
保障体系，开展了一系列的质量提升
活动，推动质量水平的全面提升。近
年来，该公司先后获得了河南省省长
质量奖、中国机械工业质量奖、全国质
量管理先进企业、中国质量诚信企业
等荣誉。

科学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

这里的合格证，就是全国行
业内的“通行证”

从制度上保障产品质量，卫华集
团走在了行业的前列。卫华集团建立
并逐渐完善了“源头—过程—结果”质

量保障体系，并拥有先进的产品质量
检测手段，确保产品质量始终保持国
内同行业领先水平。

早在上个世纪 90年代，卫华集团
就建立了电动葫芦试验台，主要针对
主机负载能力、运行跑车的行走性能、
电器控制的可靠性和噪声大小等 4大
方面进行检测和试验，产品全面合格
后才能出厂。而彼时，国内的起重机
大型工厂一般只针对主机性能进行检
测。卫华集团对整机进行全面检测，
在行业内开了个先例。

卫华集团创始人、党委书记韩宪
保逐渐认识到，只进行结果检测还是
不够，对原材料和生产过程的质量管
控必不可少。于是，卫华集团建立了
技术检验测试中心，主要从事起重机
整机检测，起重机零部件、原材料机械

性能检测等；建立了制造执行系统和
在线检测系统，实现全流程质量控制。

2000年，卫华集团在行业内率先通
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2006年，
卫华集团的技术检验测试中心通过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2017
年，河南省科技厅批准卫华集团建设河
南省起重物流装备重点实验室。产品在
这里被认定为合格，相当于拿到了全世
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行证”。

深入人心的质量“自控”意识——

一条“小”焊缝，展现卫华人
对质量的“大”追求

“今天的质量和服务，就是明天的
市场”——这不仅是卫华集团的一个
口号，更是真真切切的现实写照。

“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就必须坚决推行质量优先战略。”卫华
集团董事长韩红安告诉记者，公司刚
成立时，就提出了“创质量标兵，做信
誉典范”的发展理念。产品质量是每
一个部门、每一名员工工作叠加的最
终体现，要树立全员质量意识。

在一次产品验收时，卫华集团生
产的起重机顺利通过了验收。然而，
当细心的卫华集团相关负责人看到一
处焊接缝不美观时，毅然做出了进一
步完善的决定。该公司找来了技术精
湛的“老师傅”，连夜对焊接缝进行了
处理，保证了第二天按时发货。

“追求更加卓越的质量，就要有‘自
控’的意识。”据韩红安介绍，卫华集团
拥有全面的技能培训平台，成立了卫华
学院、卫华党校和卫华职业技术培训学
校。仅去年一年，卫华集团就通过这些

平台培训员工 1.8万余人次。此外，该
公司还定期开展质量技能竞赛、QC小
组活动、质量知识讲座等，培养和强化
员工的质量意识和能力。

精益求精的质量管理模式——

精益管理实施以来，创造改
善收益8000余万元

今年 8 月 28 日，全国质协系统
2018 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在郑州启
动。卫华集团总裁俞有飞领誓中国质
量志愿者誓词，并作了《以价值流分析
实施精益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分享，获
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精益管理，是质量提升的重要途
径。卫华集团 2010 年在起重行业率
先推行精益管理，2014年至 2016年开
展了精益二期工程，2016年以后进入

精益管理的固化推广阶段，并建立健
全了精益管理长效机制。

实施精益管理以来，卫华集团发
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尤其是在质量提
升方面最为显著——

卫华集团共启动了73个精益改善
项目，共计创造了8719.14万元的改善
收益；推进智能生产，先后建立了 6条
自动化、半自动化生产线，大幅提升了
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质量管理模式
由结果控制逐渐向过程管控模式转
变，单、双梁产品一次交检合格率提升
10%以上，减速机产品装配一次交检
合格率提升 30%以上；销售额稳步增
长，2017年卫华集团销售收入为111.4
亿元，是2010年的3倍……

“创卫华国际品牌、兴中华民族工
业。”俞有飞告诉记者，卫华集团将继
续加大质量投入，激发创新活力，提升
产品质量，促进转型升级，努力打造起
重装备行业的新优势！

质量提升助力卫华集团驶入发展“快车道”

卫华集团辉煌奋进30年③

（上接第一版）都大胆探索、大力推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一次办妥”的开封速度。一门集中、一口受理、“一网通

办”、一链监管、100%网上办事……2017年，智慧政务服务开封
模式在我省引领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风潮。今年，开封
聚焦便捷办事需求，破解办事难，进一步升级在线审批平台，形
成高效率机制、提供高水平服务，着力打造“一次办妥”政务服务
品牌，开启高质量便民服务新路径。

“免费早餐”的开封温度。11月 25日 6时许，在晋安路生活
垃圾中转站前，几十位环卫工人拿着统一的饭盒，吃着免费的早
餐，脸上挂满笑容。“破解清扫难，关键在人。”今年春节前夕，开
封市政府提出：“建立长效机制，让‘免费早餐’常态化。”

“支出明细”的开封账本。2015年、2016年、2017年开封市
累计投入民生资金分别为 188.9 亿元、215.5 亿元、239.6 亿元，
同比增长均在 11%以上，并致力做好当年“10项民生工程”和

“50件为民实事”。
开封从老百姓最急、最难的事入手，推动“放管服”改革，大

幅提升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实践证明，“放管服”是一场攻
坚战，“优环境”必须久久为功，以永远在路上的饱满精神状态，
不断提升服务的广度深度，才能释放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汇聚
起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③9

聚焦第一要务 持续抓实“优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