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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戈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风娇

“大娘，先别着急。您得先拿着
材料去乡政府登记，然后再回咱这儿
办理，有啥不懂随时给我打电话。”12
月 5日，在鹤壁市鹤山区姬家山乡，孙
爱芹正耐心地为沙锅窑村低保户蔡跳
娥讲解大病医疗保险的报销流程。

“去村里次数多了，和乡亲们就慢
慢熟络了，大家遇到难题有时会直接
跑到乡里找我。”俗话说“村看村，户
看户，群众看干部”，任姬家山乡扶贫
办主任两年多来，孙爱芹他们累计为
群众解决各类问题近千个，真正成了
群众的智囊团、贴心人。

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姬家山乡属于
省定贫困乡，总人口 1.4 万人，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达1246户 3335人，贫
困状况分布广、占比高、程度深。

孙爱芹他们将扶贫开发与生态农
业、民俗文化、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先后
策划了“2018鹤壁王家辿第五届香椿
节”“云端西顶杯首届徒步行”等特色节
庆旅游文化活动，累计接待游客 3.5万
人次，带动蜂蜜、香椿、笨鸡蛋等特色农
产品实现销售收入80余万元，施家沟、
东齐等村 280余名贫困群众通过出售
农产品、参与服务等方式加入到旅游活
动中去，实现了产业、就业双增收。

“以前卖个香椿难啊！得一大早
挑着担子去安阳卖，卖不完就烂掉
了。谁能想到，这两年香椿刚出芽，城
里人就闻着味儿来了，根本不愁卖、卖
价还高！”王家辿村村民王相福兴奋地
告诉记者。“本地的红油香椿曾为历代

皇家贡品，色泽红艳、味道香浓。如
今，随着特色节庆旅游文化活动的举
办，这一舌尖上的美味再次为游客所
追捧，还被农业农村部授予‘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孙爱芹说。

持续深入开展扶贫帮扶的同时，孙
爱芹带领团队在扶志、扶智上下足“绣花”
功夫，先后开展科技下乡、劳动技能培训
等活动，不仅拓宽了贫困群众的眼界，也
提高了其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本领。

王家辿村村民王卫军将自家两层
的老房子改造后办起了农家乐，年收
入超 10万元。这名 16岁便出门打工
的山里娃实在没想到，自己居然守着

家门前的大山就脱贫致富了。
如今，在孙爱芹他们的推动下，王

家辿、东齐、施家沟等村已有16户贫困
户开办农家乐，张家沟村的贫困户还
尝试种植丹参逾6万棵。

目前，姬家山乡已累计实现960户
2745人脱贫，5个贫困村实现摘帽，全
乡贫困发生率由最初的 24.2%下降到
现如今的4.36%。

今年6月，孙爱芹被省政府评为脱
贫攻坚先进工作者。“我生在山里，长
在山里，毕业后又回到山里工作。我
会竭尽全力，让乡亲们尽早都过上好
日子的！”孙爱芹说。③9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12 月 5
日，记者从省畜牧局获悉，2019年中
央财政资金1.6亿元支持我省粮改饲
试点，从即日起全省养殖大县可申请
粮改饲试点。

粮改饲是调整种植结构的一项
重要举措，主要引导种植全株青贮玉
米，同时在适合种优质牧草的地区推
广牧草种植，将单纯的粮仓变为“粮
仓+奶罐+肉库”，将粮食、经济作物
的二元结构调整为粮食、经济、饲料
作物的三元结构。

2019 年，中央财政资金继续支
持我省粮改饲试点，支持对象为具有
一定饲料作物收贮能力的规模化草
饲家畜养殖场（企业、合作社），或专

业青贮收储企业（合作社）等主体。
资金主要用于对实施主体收贮优质
饲草料给予适当补助。

根据计划，明年我省试点县将种
植青贮玉米、燕麦、甜高粱、构树和豆
类等饲料作物 100万亩，完成全株青
贮任务 270万吨，引导试点区域内牛
羊饲养从玉米籽粒饲喂向全株青贮
饲喂转变。

“1.6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已经下达
我省，欲申报的试点县，特别是牛羊饲
养量大，规模饲养比重高的奶牛、肉
牛、肉羊主产县要抓紧申报。”省畜牧
局畜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度
的56个试点县可继续申报，深度贫困
县还可适当降低标准申报。③6

□本报记者 石可欣
本报通讯员 王迎节

12 月 6 日早晨 6 点，天还没有
亮，刚刚下过雪的郑州，气温降至零
摄氏度以下。在城东路上的免费爱
心粥屋里，已经聚集了许多环卫工
人、流浪和乞讨人员。“爱心志愿，奉
献和谐。”在粥屋负责人王淑芬的带
领下，志愿者们宣誓完毕，开始分粥。

“谢谢!”负责附近环卫工作的张
阿姨接过志愿者递来的粥、馒头和小
菜。她告诉记者：“自从有了这个爱心
粥屋，我的早餐基本都在这里解决，一
年四季都有热饭吃，心里暖乎乎的。”

王淑芬是中建七局的退休职工，
一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有一次参
加管城区的送温暖体验活动，看到环
卫工人在冷天里就着凉水吃干馒头，
心里很是难受。“没有亲身体验过环
卫工的工作，我们永远不知道他们有
多么辛苦。不管是寒风凛冽，还是酷
暑当头，他们披星戴月、早出晚归，为
了我们的城市更加美丽整洁献出一
份力，但他们却吃不上一口热饭。”王
淑芬说，那次活动结束后，为环卫工
人和有需要的人提供一顿温暖早餐

的想法在她的心里生根发芽。
王淑芬说干就干，2014 年夏天

在城东路上开起了免费爱心粥屋。
一开始，只有她和几个朋友。他们从
自己家拿来锅碗瓢盆、米面粮油，每
天早上 3点多就起床，熬几百碗粥，
提供馒头、简单菜肴等早餐，让周围
100多名环卫工人、流浪和乞讨人员
等免费就餐，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早
餐送到空巢老人家中。

很快，爱心粥屋所在的社区、社会
上的爱心企业、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
们知道了王淑芬和她粥屋的故事，纷纷
来到这里献出爱心。“尤其是我的‘娘
家’中建七局交通公司，经常组织公司
的志愿者来帮忙，还组织党员志愿者以
交‘特殊党费’的形式向我们捐款。我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王淑芬感慨。

4年多来，一碗粥，唤起了很多人
的爱心，也吸引了更多年轻志愿者。
河北邯郸的侯宪波机缘巧合来到这
里当志愿者，第一次向前来吃饭的环
卫工人发馒头时，馒头还没送到手
里，环卫工人的“谢谢”就脱口而出，
瞬间让他泪流满面。今年 5月，侯宪
波在他的老家邯郸也开了爱心粥屋，
继续向社会传递温暖。

小小一碗粥，温暖一座城。如今
在郑州，类似爱心粥屋这样的爱心平
台也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人热心参
与公益事业，传递正能量。③9

□本报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12月 6日晚7时，商丘市行政服务
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但中心北
大厅内依然灯火通明，办事群众进进
出出。这里摆放着一排排自助机器,
有拍照机、打印机、违章处理机、不动
产查询机等，群众可以自助办理证件、
上传资料……这里24小时“不下班”。

“我要办理道路运输从业人员资
格证，但赶到时工作人员已经下班
了，听说这个大厅 24 小时都可以办
理业务，我就来试试。”商丘市民朱先
生说，通过该中心的政务服务智能终

端机，登入商丘政务服务网，选择要
办的事项，把需要提交的资料放在机
器的资料提交处，就可以等着通知拿
证了。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
我之所行。”为真正打造全心全意服务
型政府，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时时处
处为百姓着想，在推出 7×24 小时接
听群众来电的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
后，又全新打造了“24 小时不下班政
府”。在该中心北大厅，群众可以随时
前来免费办理纳入网上政务大厅政务
服务的事项，还可以查询征信记录、住
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及缴纳违章罚款
等。

近年来，为深入推进“放管服”改
革，精简审批环节、优化办事流程、创
新审批方式、整合政务资源，商丘市行
政服务中心全力推进线下“只进一扇

门”，线上“一网通办”，大厅“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群众“最多跑一次”等
便民服务。目前，47个职能部门入驻
该中心，设立 146个服务窗口，集中受
理政务服务事项 963 项，2018 年 1至
10月共受理、办结各类审批政务服务
事项46.14万件，按时办结率达99.97%，
收缴税费9.8亿元。

“一切为了群众，为了群众的一
切。通过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现
在我们即批即办的事项已达 59项，市
政基础设施类、交通类、医疗机构行业
类等18类行业经营许可等‘一次办’事
项 160项，‘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
一次’事项72项。我们还设置了‘跑一
次办不成’投诉台，随时接受企业、群
众监督。”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李
中须说。

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为最大限度

便民利企，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不断
拓展服务业务，在该中心北大厅新增
了人社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动
产登记中心、水电供暖共四类办事服
务窗口，进一步加强了商丘市实体政
务大厅建设，统筹政务服务资源，提高
群众办事效率。该中心还设置了14个
综合受理窗口，在此窗口，一窗通办所
有事，群众摆脱了一个窗口一个窗口
跑的烦恼，真正做到了“只进一扇门”

“最多跑一次”。
依托互联网，打开政府服务新局

面。该中心围绕“互联网+政务服
务”，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工作，推出网上办理、网上受理、网上
查询、处理结果邮寄等便民服务，进一
步简化办事流程，提升便民利企的效
率，努力实现变“群众跑腿”为“数据
跑路”。③8

□本报记者 李凤虎

近日，省公安厅、省畜牧局、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结合我省实际，拟定了《河
南省限养区内禁养犬只名录》（征求意见
稿），列出限养区禁养的包括德国牧羊
犬、藏獒、比特犬等在内的50种犬种，以
及限养区禁养大型犬的体高标准，目前
正在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狗患”再次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引发社会各方
对文明养犬、合法养犬的热议。

近年来，随着犬只数量的增加，因
养犬发生的邻里纠纷、人身伤害经常
见诸报端。如何治理“狗患”，社会各
方看法不一。

“养狗本无罪，但是影响到别人的
生活就不对了。养狗市民也要多考虑
考虑我们这些怕狗人的感受。”12月 6
日，郑州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说，他赞成
加强犬类管理，“什么犬只该养，违反规
定该怎么罚，相关部门应该明确规定”。

郑州市民王先生认为：“市区禁养
带有攻击性的大型犬，这一规定我绝
对支持，但相关部门决策时一定要注
意平衡好各方利益，确保公平公正。”

郑州市金水区一位城管队员表
示，多起狗患纠纷皆因主人看管不力
引起，杜绝犬类伤人，养犬人士绝不能
置身事外，实际上应该限的不是狗，而
是提高养狗人的素质。

采访中，相关执法部门有关负责
人认为，尽管有养犬管理规定，但犬只
伤人、扰民事件仍频频发生。养犬管
理工作是一项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性工
作，虽然公安、畜牧、卫生、城管等部门
在养犬管理上都负有责任，但各部门
的监管责任界限还不够清晰，日常工
作中也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难以形
成合力，致使养犬规定形同虚设。

省社科院一位社会学专家认为，解
决“狗患”问题，需要社会各方的认同与
参与。首先要从源头入手遏制增量，引

导养狗人树立正确的养狗观；其次要狠
抓管理，提高养犬门槛，规范登记、防疫
等养犬管理；第三要健全制度，严格执
法，执法部门更应关注的是如何杜绝狗
伤人事件以及加大执法力度。

群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或写信的方

式 反 馈 意 见 和 建 议 ，邮 箱 ：
3200972989@qq.com。信件可寄到
河南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郑州市金水
路 9号，邮编：450003，信封上请注明
《河南省限养区内禁养犬只名录（征求
意见稿）》反馈意见）。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周
强 李凯）12月 5日，记者从省地矿局
获悉，该局第一地质矿产调查院在洛
宁县中河银多金属矿区发现一大型
银矿，初步估算银金属量1510吨。

中河银多金属矿区属小秦岭—
崤山—熊耳山—外方山金银钼多金
属成矿带，崤山金银铅成矿区。矿产
主要为银铅锌多金属，并伴生金、铜、
镓、铟、镉、锰等，初步估算银金属量

1510吨、铅28万吨、锌32万吨。
项目负责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常云真预测，经过进一步工作，有望
找到银金属资源量 2000 吨、铅+锌
60万吨，银、铅锌均达大型矿，将终结
崤山地区地质找矿“只见星星，不见
月亮”的历史。

此前，省地矿局已探明我国最大
的银矿桐柏银矿，位于南阳市桐柏县朱
庄乡，已探明银金属量2661.5吨。③6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2月 4日
晚，中国韩国人会第十届会长就任式
暨中韩友谊之夜在北京举行，我省组
成 4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并利用这
一平台现场向韩国商会及企业负责
人推介了将于明年 4 月 8 日—11 日
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
资贸易洽谈会。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在致辞中
说，希望河南与韩国在三大领域开展
密切合作。

首先是加强旅游领域合作，河南
是韩国游客最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河南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焦作、新
乡和安阳的诸多景点更是韩国游客必
游的经典景区。其次，河南产业基础
完备，拥有食品、装备制造两个万亿级
产业集群，韩国的电子、钢铁、建筑、汽

车、石化等产业在全球占据领先地位，
双方在产业领域合作的契合度很高。
焦作市专门规划了一个高标准的韩国
产业园，希望更多的韩国企业选择河
南、投资河南。再次，河南跨境电商进
出口总值在中国领先，韩国的化妆品、
服装很受河南人民欢迎，我们愿意加
强与韩国的贸易合作，引进更多韩国
优质商品来到河南，同时也支持优秀
的河南企业到韩国发展、开拓市场。

据省商务厅统计，截至目前，韩国
累计在河南投资企业 312家，合同外
资 16亿美元。2017年，河南对韩国
进出口 6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截至2017年年底，河南的企业在韩国
共设立10个投资合作项目，投资总额
近600万美元，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
农产品种植及加工等。③5

商丘推进政务审批智能化

政务服务24小时“不打烊”
基层亮点连连看

脱贫致富“引路人”

《河南省限养区内禁养犬只名录》（征求意见稿）公布

引导文明合法养犬

今年8月，西安警方就明确宣称要
严格执行养犬“黑名单”制度，对于犬
主出现遛狗不拴绳、不携带养犬登记
证等违规行为，被查处3次将吊销养犬
登记证，5年内不得再次养犬。

10 月 17 日，湖南长沙宣布出台
《长沙市养犬管理条例》，并于明年5月
1日起开始施行。条例规定，长沙养犬
施行分区域管理制度，分为禁止养犬

区、严格管理区和一般管理区。其中，
严格管理区每户限养1只普通犬。

10 月 29 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
族自治州文山市政府发文规定，在文
山市区养犬的，携犬出户时，犬只必
须使用束犬链，犬链长度不得超过 1
米，并由成年人牵引。7时至 22时禁
止遛狗。

（文字整理 赵文心）

多地出台“最严”犬类管理条例

12月 6日，宜阳县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网络平台对城市实施精细化管
理。该县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利用220余个视频资源，实现对核心建成区18平方公里的监控管理
全覆盖，极大提高了城市服务职能。⑨3 田义伟 摄

“数字城管”助推“智慧城市”

明年4月将召开第十三届投洽会

我省向在华韩国商会发出邀请

中央财政1.6亿元支持我省粮改饲

洛宁发现大型银矿
初步估算银金属量1510吨

小小一碗粥 温暖一座城
出彩中原在行动

文明的力量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12月4日，淮阳县齐老乡袁楼村村民在润旭种植合作社基地收获大葱。近
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带动村里贫困户实现脱贫增收。⑨3 杨正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