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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林）2 月 13 日至
14日郑州出现强降雪，全城快速应对，
多部门组织人员快速投入清雪作业，
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
行，中央电视台在 2月 14日一天之内
连续为郑州“点赞”。

14 日 12 时 30 分，央视中文国际
频道《中国新闻》节目报道：13日下午，
郑州迎来了春节后最大的一场降雪，
截至 14日早上 6时，降雪量 7.6毫米，
积雪深度5厘米，达到暴雪级别。郑州
市相继发布Ⅱ级气象预警和Ⅰ级气象
预警，并出动除雪队伍 180支、15900
多人次和 2000 多台各类车辆设备进
行不间断除雪作业。

14 日 16 时 09 分，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报道：13日降雪后，
郑州市启动了应急预案。春运期间，
郑州高铁每天旅客发送量在 7.5 万人
次左右，由于降雪，车站附近车辆紧
张，交通运输部门从 13日下午开始紧
急协调地铁、公交、出租车公司加开班
次，并为当晚到车站接客的出租车辆

提供补贴，郑州地铁当晚延长运营时
间到 24 时，并组织加开临客 34 个列
次，运送乘客 16400 多人次。公交公
司也加开了途经郑州东站的车次，延
长夜班车运营时间，还出动 12辆交通
执法车及大巴车护送旅客回家。

14 日 16 时 10 分，央视新闻频道
《新闻直播间》栏目报道：13日夜，郑州
气温降到0℃以下，气象部门随即启动
了道路结冰黄色预警。23时许，记者
在“四桥一路”上看到，多部门组织工
作人员和除雪设备连夜开始清理道
路。据介绍，为确保道路通行，“四桥
一路”的清雪作业从16时就开始了，共
撒播融雪剂 75吨，出动专业除雪设备

35台套、辅助除雪设备80余台套。
一场雪吹冷了城市，却暖热了人心。
截至15日 18时，记者了解到清雪

作业还在继续当中，更多的人加入到
清雪队伍中，更多的保障措施在为出
行者提供便利。数据显示，全市累计
出动除雪队伍近7万人次，动用各种除
雪设备7000余台次。

另外，为满足郑州东站夜间乘坐高
铁抵郑旅客出行需求，自即日起至3月
1日，公交部门加开郑州东站97路快线
和129路临时夜班车，运营时间为每日
晚21时至24时，每15至 20分钟一班，
郑州东站发车统一停靠南港湾夜班公
交发车点，沿线停靠站点不变。③6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王利军

年味还未消散，鹿邑县玄武镇明
郭村 52 岁的郭运礼便开始忙碌起
来，前几天召开乡贤会定下来的建设
目标，要具体到人、分包到工程队。

作为早年外出闯荡的明郭人，郭
运礼靠着多年的勤劳和诚信经营，不
仅早早在县城买了房子，还在县里的
商贸城拥有音响设备销售店铺。

2017年 8月，远在山西太原做保
洁服务的四弟郭运荣，回鹿邑投资
2000余万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郭
运礼担任鹿邑分公司的总经理，管理
日常事务。去年，公司的保洁服务延
伸到了郭运礼的老家——玄武镇。
老郭便将县城的生意交由儿子打理，
自己回到玄武镇亲自“坐镇”。

随着去的村庄多了，老郭越发看

到明郭村的短板：街道被随意侵占，
显得十分狭窄；出入村的道路要么是
土路，要么是断头路；庄内污水横流，
垃圾遍地……

多年来，明郭行政村原本相对独
立的4个自然村渐渐融为一体，人口
发展到近 3000人，但缺乏规划和管
理。虽说能人辈出，却是十里八乡

“闻名”的环境“脏”村、管理“乱”村、
生活习惯“差”村。

去年 4月，县里组织郭运礼等人
到兰考县学习，兰考农村优美的环
境、兴旺的产业、完善的基础设施、丰

富的文化生活……让他更想改变明
郭村的面貌。他向镇党委书记薛斌
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明郭村需要你
们这样愿为家乡出智出力的成功人
士，我们一定会大力支持。”薛斌说。
在镇党委的安排下，郭运礼开始跟班
学习，列席村“两委”部分会议。

郭运礼辞去保洁公司总经理的
职务，一头扎进村里的大小事务。思
路清、目标明，有热情、有干劲，老郭
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郭运礼
找来全村党员、村民代表，扩大街拆墙
头，大家分头做工作；整治坑塘、建广
场，大家先垫资，并建立微信群，让
明郭村人见证村里的点滴变化……村
民也由观望到出力出车出资，跟着一
块干。大干半年多，明郭村街宽了、
庄净了、水清了，还安了路灯、建了广
场、有了自己的群众大舞台。

“以前俺们明郭村‘晴天一身土，
雨天满脚泥，处处臭烘烘’。去年，运
礼挑头干，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干，明

郭大变样，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呀！”
前几天，明郭村召开乡贤联谊会，85
岁的村民郭绍恩的发言，道出了明郭
人由衷的喜悦。

“落叶要归根，人老要回家。出
资打造美丽明郭，也算是我为家乡尽
一点绵薄之力吧！”乡贤会上，在郑州
做生意的郭占良捐出30万元，随后，
358户现场捐款。当天，明郭村美丽
乡村公益基金获得捐款74万元。

“今后两年，我们要整修下水道、
大街主路，把明郭建成产业富民村、
美丽宜居村、党建示范村。”郭运礼踌
躇满志。

“在外创业、经商人士，高校毕业
生，离退休老干部等乡土人才，长期
在外打拼，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
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2月 14日，鹿
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门明杰说，我们
正在积极联络，建立返乡创业人才
库、项目库、专家库，搭建服务平台，
促成他们回归家乡，为乡村振兴投资
投智投技，共建富美鹿邑。③9

□本报记者 成利军

如何以乡风文明助推乡村振兴？
这是省人大代表、济源市轵城镇党委
书记董倩关注的问题。2月12日，她
来到轵城镇良安新村，再次就这一问
题进行调研。

良安新村是一个移民村，以前村
民之间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村容村
貌也不尽如人意。党的十九大提出了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轵城镇积极进行实践探索。
去年12月，轵城镇在良安新村开办了
济源市首家“道德积分银行”。

在良安新村的一家超市，董倩见
到村民李二姣拿着一张“道德积分银
行”储蓄卡正准备兑换东西，就和李二

姣攀谈起来。
李二姣说：“以前村里到处是垃

圾，建起‘道德积分银行’后，村里没有
人乱丢垃圾了，主动拾垃圾的越来越
多。”

良安新村的“道德积分银行”规定
了哪些行为能够积分、哪些行为要扣
分，精准发挥导向作用。为确保“道德
积分银行”公平运行，良安新村成立了
由退休干部、乡贤等组成的道德评议
委员会。当村民的“道德积分”达到
一定数值，可以兑换相应物品。

李二姣因为义务清理街巷卫生、
孝顺长期卧病在床的婆婆等事项，已
获得多项加分。

如今，良安新村村民争相积“德”
成“分”，争取让自己成为“道德积分银
行”的“大额储户”。

紧紧围绕今年省两会精神，以“道
德积分银行”为抓手，轵城镇正全力营

造文明乡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董倩说：“良安新村是轵城镇‘道

德积分银行’建设的试点，试点成熟以
后，将在全镇推开。”③6

走村入户听民声
既是省人大代表，又是一名基层

干部，所以董倩经常需要留心的事，就

是要倾听群众对生产生活最迫切的需

求和心声。

问民情、听民声、解民忧，对董倩

来说，是责任，是担当，更是使命。在

轵城镇，不管是平原区的中王村、丘陵

区的丁斗村还是山岭区的桥凹村，总

能看到董倩走访调研的身影。

“人民代表代表的就是人民，我这

个基层代表更应该‘接地’和‘触底’。”

这就是董倩的心声。③6

本报讯（记者 陈慧）记者2月 15
日从省林业局获悉，我省生态补偿扶
贫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已有 2.6 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被选聘为生态护
林员，带动 7万多人稳定脱贫，取得

“以林养人”和“护林脱贫”双赢效果。
我省生态护林员扶贫实施县集

中在大别山特困连片地区、秦巴山特
困连片地区和沙区、滩区平原县，这
里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经济欠
发达，贫困发生率高。

据悉，2016 年至 2017 年，我省
在 10个省辖市、31个贫困县实施生

态护林员扶贫，录入系统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生态护林员 19178人，生态
护林员年均补助收入 5566.6 元。去
年，我省又将 7个未实施生态护林员
项目的国家级贫困县和 4个重点生
态功能区县纳入到补贴范围，选聘生
态护林员6800多人。

贫困人员担任生态护林员，既照
顾了家庭，还能直接增收，扶贫效果立
竿见影。省林业技术推广站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我省2.6万名生态护林
员管护森林面积950多万亩，较好地保
护了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2月 14
日从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处获悉，国家
卫健委医疗服务管理指导中心今年1
月发布的全国公立医院满意度调查
报告显示，我省门诊患者总体满意度
居全国第 2位，住院患者总体满意度
居全国第 6位，医院员工总体满意度
居全国第5位。

2018年，根据国家出台的《进一
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
2020年）》要求，我省出台配套方案，
全省医疗系统以实施“患者满意提升
工程”为载体，推进改善医疗服务工作
向纵深发展。目前，全省三级医院优

质护理服务 100%全覆盖，99.35%的
二级医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患者反
映集中的医院食堂和厕所改造问题也
得到改善，全省二级以上医院已全部
设立营养食堂，达到“二类以上公厕”
标准的卫生间 27627个，患者就医环
境大大改善，就医满意度逐步提升。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实施“患者
满意提升工程”，着力改善群众在就
医等待、诊疗、人文、环境、费用等五
方面的体验，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
优化诊疗行为、优化行业形象、优化
院容院貌、优化控费结算等，让患者
看病更满意。③5

2.6万生态护林员就业脱贫

我省门诊满意度全国第二

返乡创业正当时

不比阔气比奉献

乡村劲吹文明风

记者手记

风雪里，7万人次清雪除冰

央视“点赞”郑州

2 月 15 日，洛阳老城东大街上
的传统民俗社火用品市场上，商家摆
出红灯笼、大锣鼓、戏装等社火用品
供人们选购。图为小朋友在试戴面
具。⑨3 张艺馨 摄

今后两年，我们要整修下
水道、大街主路，把明郭
建成产业富民村、美丽宜
居村、党建示范村。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2月 15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经过一年运营，
截至目前，我省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
投资基金完成投资项目 18个，投资
金额 48.72 亿元，带动返乡农民工创
业就业5万余人。

据了解，2017年年底，我省设立省
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基金”），旨在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引导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基
金首期投资规模50亿元，其中省财政
出资5亿元，带动社会资本45亿元。

“从目前情况来看，基金高效运
转既促进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又吸纳
了农民工就业，同时也提高了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实现了三方共赢。”省财
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一年的实践证明，我省通过统筹
整合财政资金设立基金的模式，采取
市场化运作，为企业提供直接股权融
资途径，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
千斤”的带动作用。

基金运转聚焦重点，着力破解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基金投资的
项目分布在农业、纺织业、食品加工
业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项目所
在地主导产业相结合，不仅促进了产
业融合发展，还为当地创造了更好的
创业就业环境。基金在投资过程中
注重选择吸纳农民工就业较多的企
业进行投资，通过促进创业带动实现
更多就业。

据悉，我省将尽快启动二期基金
设立工作。③5

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投资基金运营一年

带动5万人创业就业

春节期间，来许昌逛庙会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观看民俗节目，感受浓浓年味儿。图为游客在灞陵桥景区新春大庙会上观看舞狮表演。⑨3 牛书培 摄

2月 15日，内乡县灌涨镇本泽食用菌基地的工厂化智能车间，员工在采
收食用菌。该镇通过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带动贫困户种植食用菌，实现了当
地近千人就业。⑨3 樊迪 摄

（上接第一版）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
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文章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
大决策，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全面依法
治国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工作布
局、重点任务。一是坚持加强党对依
法治国的领导；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四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五是坚持依法治国、依
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六
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七是坚
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八是坚持处理好
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九是坚持
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
伍；十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
最新成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
循，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2 月 13
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
知，要求各地加强小麦重大病虫害统
防统治，把赤霉病预防作为重点，按
照政策要求、技术规范开展统防统
治，力争实现小麦赤霉病统防统治全
覆盖，防治效果达80%以上。

据农业农村部通报，2019 年我
国小麦重大病虫害发生程度将重于
常年，特别是小麦赤霉病在黄淮南部
偏重流行风险高，将对我省夏粮生产
构成直接威胁。

通知提出，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
保障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所需资
金。中央财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资
金、植保社会化服务项目资金，要全部
用于小麦重大病虫害统防统治，不得
挤占挪用。

当前，各地要强化小麦重大病虫
害尤其是小麦赤霉病的监测预警，全面
掌握苗情、墒情、菌情，密切关注天气变
化，及时研判病害发生趋势，明确重点
防控区域、关键防治田块和最佳防控
时间，准确发布预报预警信息。③8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通知

力争实现小麦赤霉病防治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