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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

□信阳观察记者 胡巨成 刘宏冰

建设新行政服务中心，只进“一个

门”；规范政务服务平台，推行“一窗受

理”；简化优化办事流程，最多“跑一次”；

加强政务服务信息化，实现“一网通

办”……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入，

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光山县持

续推进，让每一个基层群众实实在在体

验到了暖心、贴心、放心的改革“红利”。

12月 17日，谈起近年来深化“放管

服”改革取得的突出成绩，光山县委书记

刘勇坚定地说，“心中有群众，服务就无

止境！”

心中有群众 服务无止境
——光山县深化“放管服”改革纪事

在光山县最繁华的光明路和健康路交叉口东北角，
耸立着一座占地面积 22.6亩，建筑面积达 3.5万平方米
的地标建筑——光明大厦。2012年 9月，光山县行政服
务中心正式落户在这里。

领着我们从一楼到四楼，光山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魏
庆瑜详细介绍开来：新中心至今已进驻61个单位，开设了
272个窗口，包括“两中心、两平台、八类功能区”，即：行政
服务中心、会务中心；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小企业服务平
台；窗口服务区、中介服务区、便民服务区、公共资源交易
区、会务中心区、局长进大楼办公区、电子监控区、自助服务
区。能够集中办理的行政服务事项达403项，应进全进，其
中一站式办结事项388项，一站式办结率达96.27％。

2004年 8月，行政服务中心成立之初，服务场地小、
功能少、服务不到位，群众办事依然是满城跑，奔波在各
个政府部门之间。

2009年 9月，县委、县政府坚持高起点定位、高标准
建设、高水平打造，投资 1.8亿元，与县农联社合作共建
新行政服务中心，终于于三年后正式启用。

为充分发挥行政服务中心平台优势，县里全面推行
局长进大楼、股室进大厅制度，让负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局
长（主任）统一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大楼办公，各单位在大
厅集中开设服务窗口，实现行政服务一站式办理。同时
要求进驻单位业务票据、档案全部进中心，统一使用、统
一管理；凡与行政服务工作相关的中介机构一律进中心，
规范管理，集中服务；所有公共资源交易行为，也一律纳
入公共平台统一交易；县内所有会议也要求在中心召开。

他们还在实现中心电子监控无缝覆盖的同时，在中心
内设纪委监察委派出机构，专司行政服务工作监督检查。
光山县常务副县长黄晓赟坦言，宗旨意识强了，服务设施
硬了，服务平台全了，行政服务水平自然就步步提升。

从新中心启用至今，他们连续多年荣获“全市行政
服务工作红旗单位奖”，先后获得“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先进单位”“省级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省级文明单
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全省服务型依法行政示范单
位”“河南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单位”等多种殊荣。

11月 30日，泼陂河镇李岗村王洼居民组农民胡长胜，
正在中心二楼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手续。

大学毕业后小胡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巨大变化和县里电
商产业的发展。前不久，他下决心辞职回乡创业，决定用自
家房产作抵押，贷款开办电商公司，帮助乡亲们销售“光山
十宝”等土特产品。

窗口工作人员段俊杰收齐材料，录入电脑，很快出具了
受理通知书，微笑着告诉胡长胜，5天后他就可以来拿不动
产抵押证明了。

“以往，办理相同的手续，他需要跑几个窗口，历时 30
天左右。”已在不动产登记窗口工作了两年多的段俊杰坦
言，如今看到群众每次高兴地来，满意地去，自己心情特别
舒畅。

今年 1月份起，光山县启动建设集审批服务事项线上
线下办理于一体的分类综合受理及发放平台，实现统一窗
口收件、统一窗口出件。按业务性质将综合窗口设置成综
合服务、文教卫、农林水、市场监管、投资建设、市政交通、社
会事务等七大类，试行集成化审批服务，逐步实现行政审批
服务“一个窗口进出”。

为缩短办结时间，提高服务效率，今年 9月，县里又公
开招录10人充实到综合受理平台，与原有各单位抽调的业
务骨干组成综合受理专职团队，实行 A、B岗制度，逐步向
一窗口无差别受理模式过渡，加快实现群众办事从“找部
门”到“找政府”的转变。

经过三次大的提速行动，不动产抵押登记已由最初的
30个工作日，缩短至 15个工作日，进而缩短至如今的 5个

工作日，其中查封、更正、注销登记可现场办结。
据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副主任陈湘平介绍，他们还主动将

受理窗口前置，与金融机构实行业务联办、一次办结，在县农
商行、邮政银行各营业网点设置便民点，直接受理抵押登记
业务。同时对全县93个小区进行落宗、52个小区进行房地
信息关联，主动通过各种网络和宣传平台向社会发布，已落
宗关联形成不动产单元号的，可以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

“在全国百佳不动产登记便民利民示范窗口创建活动
中，我们是信阳唯一一家全国示范窗口单位呢。”陈湘平自
豪地说。

在业务最繁忙的医疗保障服务窗口，砖桥镇文店村的
饶本亮只花了 3花钟，就交清了给母亲报销医疗费的所有
材料，拿好受理回执单准备离开。

记者询问后得知：其母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治疗，花了
3000多元。来前村代办员已经找到他，详细介绍了需要提
供的材料。今天他进城办事，便把材料送来了，没想到这么
方便快捷。“那个帅气的小伙子说，15个工作日后，钱就会
打到我的银行卡上。”饶本亮说。

窗口工作人员刘辉说，因涉及不同的部门，以往群众报
销医疗费用，至少需要跑两三趟，复印好几份材料，找不同
的窗口。现在群众提前就知道报销需要哪些材料，到这里
只需要把材料交到一个窗口，剩下的事由他们内部走流程，
如果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依规能享受的六道医疗保障线，也
都通过内部传递，再也不用来回跑。

给群众带来这种方便快捷的是“一网通办”前提下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作为全省改革试点县，今年 11月，光
山县已在河南政务服务网成绩单上，率先实现“网上可办理
事项”和“一网通办实现率”全部百分之百的目标。

为此，他们打通了各单位及各乡镇物理链路，完成了政
务服务网上审批后台建设，全县 948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开通了外网申报功能，办事群众可上网直接申报。至今，他
们已网上办结8169件。

为全面贯彻落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让信息多
跑路、群众少跑腿”等有关要求，他们对“零跑路”和“最多跑
一次”审批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清理统计，已发布“零跑路”84
项，“最多跑一次”267项，取消行政审批项目 63项，合并行
政审批事项 12项，承接上级下放行政审批项目45项，清理
保留行政审批事项176项。

在大厅放置的几台电子查询机前，魏庆瑜给我们详细
演示查询各种服务事项清单和流程，让人一目了然。为方
便群众，他们还在一楼专设季节性窗口，根据部门季节性业
务适时调整服务用途，如暑期的助学贷款办理、秋季的医保
缴费、节假日的婚姻登记等。

“我们的目标，是尽快实现‘无差别综合受理’，真正实
现进一扇门、一次取号、一窗受理、一套标准、一网通办、一
次办结。”光山县县长王建平表示。8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余江 胡译丹

“咱正常人都没这夫妻俩坚强、能干，真是了不起！”
在息县一家建筑工地上，工友常这样赞赏徐林、朱霞夫
妻俩。

徐林，44岁，朱霞，42岁，都是息县张陶乡刘楼村
人。5岁时，徐林在玩钉耙时，不慎被耙齿插伤眼睛，左
眼失明。1996年，经好心人撮合，与同村因烧伤左上肢
截肢的朱霞结成夫妻。

“俺俩不能正常劳动，以前一直靠着种地、打零工挣
点钱，有两个孩子后，经常入不敷出，成了贫困户。”12
月 17日，回首往事，徐林痛心地说。

脱贫攻坚开始后，帮助徐林一家摆脱贫困，成了驻
村扶贫工作队“最牵挂的事”。

“家里的破房子政府免费修好了，孩子上学也不交
学费了，还有免费午餐、困难补助。”妻子朱霞乐呵呵地
插话说。

夫妻俩重新树立起信心，积极主动到县城找活干，
想依靠劳动增加收入。因为身体都有残疾，在城里多次
碰壁，但最终凭着勤劳踏实肯干，夫妻俩在建筑工地上
扎下了根：徐林跟着学着砌墙码垛，朱霞为工友们洗菜
做饭，俩人一起每天也能挣200多元。

“有国家发工资，你们咋还吃这苦？”工友们经常这
样问。徐林却说：“残疾人有国家照顾不假，但我们不愿
混吃等死过日子。”

“村里开展孝善文化活动，向社会筹集孝善基金。
徐林每次都专程回来捐 100元。”刘楼村支部书记徐树
清说，“这 100元钱可是他们夫妻俩一个汗珠子摔八瓣
换来的啊。”

朱霞却爽朗地说：“人人都有老的时候，我们要给年
轻人做个好榜样。”8

□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入冬了，肥羊正出栏，这几天一直忙着宰羊卖羊，
最多的一天卖了17只。”12月 17日，商城县冯店乡三柳
店村谋祥专业养殖合作社负责人巴谋祥，正一脸笑容地
收拾着刚宰好的羊肉，“今天宰了 7只，已经卖了 7000
多块钱了。”

巴谋祥曾是南下深圳淘金者中的一员，因为家中父
母儿女无人照顾，便和妻子于2010年回乡养羊。

“我们这儿山多好放养，小的时候就养过羊，不陌
生。”巴谋祥说，夫妻二人把打工积蓄的二三十万元全投
了进去，可是因为不懂技术，养的羊个小肉少卖不上价，
前三年基本没挣到钱。

不服输的巴谋祥没有放弃，品种不好就改良，不懂
技术就去学。为了提升羊肉品质，他每天赶着羊进山。
功夫不负有心人，巴谋祥养的羊从原来的每只20多斤，
长到现在的 40多斤，羊肉品质好了，生意也越来越好。
2016年，巴谋祥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群众
跟着他一起养羊，今年又开始尝试着养牛。

“巴谋祥养羊致了富，没有忘了穷乡亲。”村党支部
书记赵义英介绍，按照“合作社+贫困户”的模式，巴谋
祥带动全村 60户贫困户一起养羊，每户年均增收1000
元以上，通过二次产业覆盖，带动周边村21户贫困户户
均年增收3500元。

“我给合作社放羊，一个月有 1500元的工资，跟着
‘好羊倌’发羊财，俺家年底也能摘了‘贫困帽’！”该村残
疾贫困户余本立的一番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8

本报讯（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通讯员 聂建武 程
一桐）12月 17日，新县香山湖管理区水塝村韩山古村落
入口处，一块蓝绿相间的“林长制”公示牌十分醒目，上
面详细写着香山湖管理区林长与副林长姓名、职责、监
督电话、山场森林资源等信息。

“作为村级林长，我每天都要绕着这片林子转转，看
看古树、查查火患。”水塝村党支部书记彭以祥说，村里
的一山一坡、一园一林都有专人看管，600余棵古树名
木一一挂牌、责任到人。

作为森林资源大县，新县有林地面积 188万余亩，
森林覆盖率达 76.7%。今年年初，他们在全县推行县、
乡、村三级林长制，明确党政同责、一把手负总责，县委
书记、县长任县级总林长，联系乡镇的县处级领导任乡
镇总林长；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镇长担任乡镇级林长，乡
镇包村领导担任所包村的总林长；驻村第一书记、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级林长，统筹推进森林资
源管护、造林绿化、古树名木保护和森林防火等林业生
态建设。

在韩山古村落，新县树王博物馆和特色森林小镇驿
站先后建成，越来越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到这里赏古树、
看风景、洗心润肺，“天然氧吧”成为“网红”之地。西河
湾、九龙潭、油茶文化园……一处处古木参天、绿树成林
的山野乡村，散发出良好生态的独特魅力，农家乐、农家
民宿、农产品小店在全县遍地开花，络绎不绝的游客带
来了旅游消费井喷式增长，更拓宽了群众就业创业门
路，大山里的贫困群众腰包日渐鼓胀起来。

“林长制、河长制等一系列生态保护制度融合推进，
新县生态保护网越织越密，呈现出以林涵水、林水相依
的美好画卷，‘两山理论’新县实践正深入推进。”谈及
老区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新县县委书记、县级总林长
吕旅信心满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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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观察记者 刘宏冰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开荒种油茶，植树守山林，为了心中的
绿色梦想，商城县冯店乡刘畈村北岩组农民
潘永江，已经在离家 5公里远的白云寨林场
坚守了11年之久。

12月 20日，从商城县城经冯店乡政府
驻地后，便是一段崎岖难行的 20多公里山
路。站在刘畈村海拔 600多米的白云寨林
场场部，放眼望去，这一片油茶花开得团团
簇簇、层层叠叠，那一片杉树林高大参天，棵
棵挺拔笔直，近处的竹海随风涌动，绿浪翻
滚。虽是隆冬，这里依然处处充满生机。

“我家在山下，祖祖辈辈都在这座山里
生活、劳作，我对这大山有感情。当年，眼瞅
着山上树木砍完了，心里很失落，我就暗暗
发誓，一定要让这大山重新绿起来。”2007
年，潘永江包下了林场的 1600亩荒山。“我

老婆当时很反对，责怪我说家里三个孩子上
学，缺油少盐，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闲钱去
栽树？我咬咬牙，认准的事一定要干下去。”

潘永江上山后才发现，困难远比他想象
的要多。没住的地方，和伙计们搭个窝棚裹
着草睡；没地方做饭，活干到哪里，就在哪里
挖个窑；山里蚊子蚂蟥多倒还不拍，夜晚常
有野猪和狼出没，好在山里人胆大，人多也
不怕。

最让潘永江难忘的是，2008年 7月，山
里昼夜温差大，夜晚凉，他突然发起高烧。
因为怕耽误第二天干活，他半夜爬起来打着
手电去挖中草药煎水喝，天亮后接着干。到
中午时，烧到 39度多，他一头倒在山里起不
来了。工人们用竹子扎个单架，把他抬到乡
卫生院，稍有好转，他就又偷偷跑上山了。

潘永江一直认为种油茶是个不错的选
择，他开始流转了村集体的500亩荒山种油

茶。为了提高油茶种植效益，潘永江多次到
郑州林业技术学校学习油茶入种、嫁接、栽
培和管理技术。

“很多次想过放弃，但实在不甘心，做事
绝不能半途而废。2010年春节前，没钱给
工人发工资，他们反倒安慰我说不要紧，我
们帮你把油茶发展好，会挣钱的。至今想起
来，依然想掉泪。我要搞不好，怎么对得起
这些工人？”潘永江红着眼圈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 500 亩油茶，
2013 年他开始扭亏为盈。潘永江并不满
足，他把赚来的钱，又投到流转荒山和修路
上来，林地种植面积已经扩大到4000多亩。

除了发展油茶，他还种杉树。“这个地方
跟新县、湖北搭界，地势高，朝北，不适宜其
他树种。杉树成活率高，经过多年努力，现
在杉树林已经有 1400多亩了。你们看，今
年春刚栽的幼苗都一米多高了。”潘永江高

兴地说。
“我们在杉树林间伐抚育过程中，砍小留

大，砍弯留直，砍下的杂树用来种天麻、茯
苓。近几年根据市场需求，开始发展三角枫、
紫薇、海棠等园林绿化植物，为了增收，又养
了20多头牛、40多头羊，试行多元化种植、立
体式发展，现在一年净收入近70万元。”

潘永江富起来后，没有忘了当初帮助他
的乡亲们，他带动了 12户贫困户种树种油
茶，每户年收入都在28000元以上。油茶采
摘时季节性用工每天近200人，每人每天增
收 200元以上。今年 7月，潘永江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初还被选为县政协委员。

“下一步，我要流转更多的荒山，扩大油
茶、杉树种植，把这里都变成绿色的海洋。
我还想将当年先烈们闹革命时留下的红色
资源也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品红
看绿赏蓝天！”潘永江信心满满地说。8

潘永江：上山种下绿色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