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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小区由乱到

治；“红色”基因遍布商圈

楼宇；借助“互联网+”，推

进“智慧党建”，“让信息

多 跑 路 、群 众 少 跑

腿”……在洛阳，基层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探索

实践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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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打造观光农
业，通过大村带小村，强村
带弱村，让俺们村家家有
活干，人人有钱赚，大黄的
明天将更出彩。

●国家级节水型城市：郑州

市、许昌市、济源市

●省级节水型城市：南阳市、

登封市、信阳市、商丘市、驻马

店市、鹤壁市、平顶山市、新乡

市、汝州市和长垣县

我省节水型城市

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创新

立下凌云立下凌云 脱贫奔小康脱贫奔小康志志

□本报记者 李点

“这次县里和阿里巴巴签订协
议，给我们村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
遇。”12月 23日，在宝丰县赵庄镇大
黄村，全国人大代表、大黄村党支部
书记马豹子兴奋地说。

不久前，宝丰县与阿里巴巴（中
国）软件有限公司正式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开发宝丰县文创
产品、非遗项目、特色农产品等通过
电子商务推广销售，建立新型农村商
业服务体系，助力县域经济发展。

宝丰是闻名全国的魔术之乡，赵
庄镇大黄村是宝丰魔术的发源地。
1972年，马豹子出生在大黄村一个普
通的农家。为了改变家里的贫困面
貌，1991 年，马豹子拿出全部家底
1300多元组建了一个9人的魔术团，
离开家乡一路辗转南下。凭着吃苦耐
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和精湛的表演，马
豹子的魔术团越来越红火。

“2009年 8月，当时的乡党委书
记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回来当村支
书，带领乡亲们一同致富。出来闯荡
这些年，生意再好也只是生意，能够
带领全村乡亲共同致富，才是我最大
的愿望。”马豹子说。

大黄村的主要收入来自魔术演
出，常年在外活跃的演艺团体就有
80多个。近些年，受到网络的冲击，

单纯的演出收入明显下降。马豹子
带领乡亲们从转变观念开始，将魔
术演艺与商品销售相结合，创造了

“流动舞台免费展示魔术，台下进行
商品销售”的模式，让流动的舞台车
拉着图书、小商品百货跑遍了全国。

曾经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成了远
近闻名的富裕村。大黄村通过“魔术
演艺+销售”“不卖门票卖产品”独特
的文化传播与商品销售相结合的形
式，辐射带动 13万人就业，年创造经
济收入达到15.6亿元。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下一步
我们将打造观光农业，通过大村带小
村，强村带弱村，让俺们村家家有活
干，人人有钱赚，大黄的明天将更出
彩。”2019年将至，马豹子又有了新的
奋斗目标。③3

本报讯（记者 孙静）12 月 26日，
记者从郑州海关获悉，今年前 11 个
月 ，新 郑 综 合 保 税 区 进 出 口 值 达
3102.07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
长 12.5%，占同期全省外贸总值的
61.7%，稳稳扛起我省外贸发展的大
旗。

“进出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综保
区不断压缩的整体通关时间。”郑州海
关有关负责人说。

26日一早，郑州金泰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的办事员小李，通过郑州海关
的“综关通”微信服务平台查询公司在
综保区的物流单证信息后，开始安排
一天的工作。“综保区海关会通过‘综
关通’将单证状态实时推送过来，什么
时候该去报关会自动提醒，不用跑去
问，也不用排队等，帮我们节省了大量
人力和时间成本。”小李说。

据了解，在综保区，税单处置、订
单查询、系统授权等 22项通关及海关
审批业务已全部实现上网办理，大大
压缩了货物整体通关时间。以 11月

份为例，综保区进口整体通关时间已
缩短至 6.47个小时，出口整体通关时
间缩短为 0.17个小时，同比分别压缩
了77.5%和 92.3%。

便利化的通关水平推动贸易新业
态在综保区迅猛发展。前 11个月，除
传 统 的 手 机 制 造 业 外 ，以 西 班 牙
ZARA为代表的国际品牌服装进出口
成为综保区外贸新亮点。

数据显示，前 11 个月，郑州海关
共 监 管 综 保 区 内 进 出 口 服 装 货 值
12.57亿元，同比增长 104.2%；监管服
饰进口包机90架次，同比增长200%；
分拨范围覆盖全国 28个省份 63个城
市。

据介绍，为吸引更多服装巨头的
分拨中心落户，综保区海关创新通关
模式，将企业通关准备时间缩短了 48
个小时，检测周期从 15 天缩短到 5
天；依托口岸作业区，实现进境货物
口岸分拨、一次理货，出境货物区内
安检，直通停机坪，极大降低了企业
的运输成本。③3

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筑牢党建引领“主阵地”

今年 9月，洛阳市印发的《关于
实施“四级联创四化并举”加强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
实施“四级联创四化并举”就是以市、
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体系为依托，

实现硬件标准化、活动规范化、决策
科学化、服务最优化。把中央、省委
部署的重点任务细化为 38项责任清
单和 10个需要尽快配套制定的文件
（制度），把城市基层党建作为党委的
一号课题、作为有关部门党组（党委）
的重要任务。

设施规范、功能完备的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日间照料等便
民服务的“邻里中心”以及“菜单式”服
务；以空巢老人、残障人士等困难家庭
为“圆心”，打造“15 分钟党员服务
圈”……各类基层党建阵地深受辖区居
民欢迎，通过整合资源，已逐步形成了

“区—街道—社区”三级党建主阵地。

组织联建活动联办
下好区域化党建“一盘棋”

划小社区治理单元，把辖区划分
为社区、网格、楼栋“三级网络”；在商
圈、楼宇、“两新”组织、园区中通过联
合建、挂靠建、行业建等形式扩大“两
个覆盖”；成立网格党支部、楼宇企业
党支部，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的网格组织体系……

目前，洛阳市大力开展区域化党
建工作，各城市区的街道、社区党组织
通过运用“三征三议三公开”等工作

法，累计吸纳了1057个驻区单位与社
区实现事务联商、组织联建、活动联
办、平安联创，共享活动阵地等资源
574处，800多个共建项目惠及 37.6
万人次，服务群众由街道、社区“独唱”
变为区域党组织“合唱”，打出了一套

“组合拳”。

“三社联动”资源共享
打造一站式服务“综合体”

近年来，洛阳市持续推行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三者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三社联动”模式，
通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
度，进一步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功能。

目前，洛阳市累计有社区便民服
务促进会等580个社区社会组织、18
家民办专业社工机构、329个特色服务
商家进驻社区服务信息平台，涵盖贴
近群众生活的86项服务，“社区搭台、
社会组织唱戏”的局面已初步形成。

洛阳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洛阳市将持续推进“四级联创四
化并举”，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社会资
源，全面服务群众衣食住行，不断增
强群众幸福感、获得感，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③6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自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开展
以来，我省高度重视，制定印发实施方
案，围绕“划、立、治”三项重点任务，多
措并举，强力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效。

“划”指的是依规科学划定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区。今年我省依据生
态环境部修订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划分技术规范》，重新划定部分地区
的水源地保护区。

“立”就是在保护区边界设立明
确的地理界标和警示标志。截至目
前，全省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
地已全部制作了保护区矢量边界，新
设置 2240个标识标牌、地理界标，新
建16万余米隔离设施。

“治”就是全面整治保护区内的
环境违法问题。截至 12月 19日，我
省自查和国家督查交办的 365 个问
题中，363 个问题已全部整治到位。
对仍未完成整治任务的问题，生态环
境厅将紧盯不放，确保按期落实。

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投入资金11.9
亿元，取缔关闭73家工业企业，取缔关
闭117家旅游餐饮单位，完成20个排污
口（沟、渠、管）整治、54个交通穿越问题
整治，共配套建设 1.6 万余米导流管
（槽）、84个应急池，拆除建筑物31.92万
平方米，新建6个取水口，建设135.45
公里输水管道；对5730户居民生活污
水进行集中收集，新建111.8公里截污
管网，配套建设89个污水处理站；取缔
关闭315家规模化禽畜养殖场，退耕面
积3.4万亩，拆除1152个鱼塘、1座码
头，拆解26条采砂船只，清理1万余吨
各类杂物、垃圾，整治26公里河道。

我省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县级地
表水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违法违规问
题整治、供水人口 1万人或日供水在
1000吨以上的其他所有饮用水水源
地（包括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和地
表水型饮用水水源地）的“划、立、治”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③6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

烜）12月 22日，许昌市民营企业重点产
业项目集中投产仪式在长葛市大周产业
集聚区举行，此次集中投产的重点产业
项目共3个，总投资90.5亿元。

此次投产的河南金汇中超公司再生
不锈钢板带生产线项目，由金汇集团与
宁波中超机器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是目
前国内最先进的再生不锈钢热轧生产
线。河南艾浦生再生新材料有限公司利
用废旧易拉罐年产 10万吨食品级铝合
金扁铸锭项目，是我国再生铝行业第一
条废旧易拉罐再生生产线，投产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50亿元。河南金誉邦实
业有限公司年热处理100万吨不锈钢项
目，是全省第一条全智能化不锈钢热处
理生产线，也是许昌对德合作的又一成
果，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不锈
钢产业链条，提升市场竞争力。

在项目建设中，许昌市以实施“市级
领导联系服务100家重点企业”“100家
企业银企对接”等“四个一百”专项行动
为抓手，帮助民营企业解决了土地、资
金、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等方面的难题，推
动民营企业重点产业项目在较短时间内
建成投产，3个投产项目预计可实现年
销售总收入近300亿元、利税10亿元以
上。③8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宏冰）12 月 24 日，信阳市
167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490.5
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的重点项目，涉及工
业、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
4大类，其中楚淮上景文化旅游项目、明
港恒信汽车车轮钢项目、光山羽绒国际
博览城项目等13个项目投资在 10亿元
以上。

据介绍，近年来信阳不断坚定“端牢
工业饭碗”的决心，抢抓大城市产业转移
机遇，不断深化招商引资布局，建立了驻
京招商机制和每月例会制度，成立了招商
引资、保障落地、找老乡三个专班，全市招
商引资、项目建设、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今年前11个月，信阳新增落地项目
205个，合同金额达592.64亿元；工业投
资累计增长 21.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18.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二位。③4

本报讯（记者 谭勇﹚12月 26日，
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传来喜讯，我省
新增平顶山市、新乡市、汝州市、长垣
县 4个省级节水型城市。至此，我省
节水型城市总数增至 13个，其中国
家级3个、省级10个。

资料显示，我省水资源匮乏，人
均水资源量仅有 400立方米，不足全
国平均水平的1/5。创建节水型城市
是指一个城市通过科学预测和规划，
调整用水结构，加强用水管理,合理
配置、开发、利用水资源，形成科学的
用水体系，使社会、经济活动所需用
水量控制在本地区自然界提供的或
者当代科学技术水平能达到或可得
到的水资源量的范围内，并使水资源
得到有效保护。

据了解，申报节水型城市必须具
备法规制度健全、城市节水管理机构
健全、重视节水投入、建立节水统计

制度、广泛开展节水宣传和全面开展
创建活动等6个基本条件。

我省荣获“国家级节水型城市”
称号的有郑州市、许昌市、济源市；荣
获“省级节水型城市”称号的有南阳
市、登封市、信阳市、商丘市、驻马店
市、鹤壁市、平顶山市、新乡市、汝州
市和长垣县。③8

我省新增4个省级节水型城市

从魔术团团长到致富带头人

我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环境问题整治见成效

进出口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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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11个月，新郑综合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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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保区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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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整体通关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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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1月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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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11个月，新郑综合保税区——

进出口值突破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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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四创四化”强化基层治理

12 月 25日，温县一中的学生在体育课上练习太极拳。为弘扬太极文
化，温县自2001年起在全县中小学开设太极拳课程，推广普及太极拳，目前
全县110所中小学近6万名学生在练习太极拳。⑨6 徐宏星 摄

□聂冬晗 段景波 摄影报道

河南国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灵宝市城东产业园区，总
投资1.3亿元，企业利用方解石及碳酸钙粉等材料，生产的白色
环保膜用于制作书籍、手提袋、环保餐盒等产品，生产过程中无
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排放，产品可自然降解。“石头纸”不仅
能为社会节省大量的林木资源，减少造纸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
染，从替代传统塑料包装物角度看，它能为国家节省大量的石
油，据了解，每使用1吨“石头纸”可节省石油2.3吨。⑨6

▲12月25日，工作人员在调试生产设备。
◀正在生产中的白色环保膜。

石头造纸 节能环保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