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作观察记者 成安林
本报通讯员 宋祖恒

“这沟挖的浅吗？”“不浅。”
“这气温能下种吗？”“正合适。”
4月 18日，武陟县西陶镇沁怀四大

怀药研究所种植基地，河南农业大学 6
名博士研究生和所长李火金交流怀山
药的栽培技术。

57 岁的李火金，是西陶镇古樊村
人，仅有高中学历的他，咋能在科班出
身的博士研究生面前班门弄斧？

“他有几十年研究怀药的经验，是
当地出了名的‘土博士’。”西陶镇镇长
贾立新对记者说，李火金是一位有“硬
核”的新型农民。高中毕业后，他靠种
菜、卖菜维持生计，但收益甚微。1992
年，年轻有想法的他，对祖祖辈辈种的
四大怀药前景看好，将自家 4亩承包地
全部种上了怀山药。

不会就学，不懂就问。他购买书籍
学习种植技术，多次到河南省食品药品
审评查验中心、河南农业大学等地请教
咨询专家教授。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当
年就获利 1500 元。之后几年，他把从
种收、管理、时间、土壤、气候、防治、浇
灌等信息全部记录下来，亩亩地块对
照，怀山药产量年年提高。

2002年，在河南省食品药品审评查
验中心和河南农业大学有关专家的支
持和指导下，李火金成立了占地 200亩
的武陟县沁怀四大怀药研究所，专门从
事培育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和怀菊
花四大怀药新品种，组建了研究培育四
大怀药的基地。

洒下辛勤的汗水,定然收获的喜悦。
他投资380万元研制的无硫加工设备，年
加工无硫四大怀药2800吨，他的沁怀四
大怀药研究所以高产量、高品质赢得了河
南、山西、山东等地药农的信赖，产品不仅
销售到北京同仁堂、东阿阿胶集团、汇仁
集团，还远销到韩国、日本等国家。

眼下，他试验出的四大怀药环保烘
焙无硫攻关新项目已获得成功，所生产
出的四大怀药新产品已被北京同仁堂
定为特供产品。他组培的怀山药、怀地
黄产量翻番，怀牛膝、怀菊花增加到6至
13个新品种。

“脚下这片土地上，有我辛勤的汗
水，也有收获的喜悦，我深爱着这片土
地和人。”李火金说，他会一如既往地把
怀药推向更高端市场，带领乡亲们共奔
农业增收致富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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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靠自治激发活力，用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

“三治合一”勾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为“五可”工作法叫好
□唐玉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增强狠

抓落实本领，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

求实效”。抓落实是实现目标蓝图的根本保

障，没有落实一切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抓

落实不仅要亮出鲜明的态度，还要掌握科学

的方法，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各项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并提出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抓落实。

苗栽不实则亡，树植不实则枯。对领导

干部来说，能不能做到狠抓落实，不仅是能

力素质的一种检验，也是党性修养、思想作

风和精神状态的重要体现。

焦作市委提出要弘扬“说了算，定了干，

再大困难也不变”的工作作风，其实这就是

要求领导干部有拿出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

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劲，咬定青山不放

松，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才能真正把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抓出实效。

那么，抓落实在基层县区，就应该把上

级抓落实的精神变为实操性更强的抓落

实。欣闻解放区提出了“五可”工作法，让抓

落实在基层有了抓手和标准。

解放区提出，政府各项工作目标任务

考核管理，全面实施“五可”工作法，即通过

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奖惩，

科学管理目标，推进工作落实。可定义，就

是将每一项工作具体化，使工作内容明确

具体；可量化，就是将工作指标体系全部数

字量化，提出清晰的目标和可度量的标准；

可操作，就是在制订方案、机制等方面强化

保障，使每一项工作都有时间节点、责任单

位、推进措施，力求每一项工作都能够操作

到位、务实推进；可考核，就是对每一项目

标任务定期进行考核考评；可奖惩，就是在

前面“四可”的基础上，对整个目标考核体

系做到奖惩兑现。

同时，该区还借助机构改革，开历史之先

河，成立了区委区政府督查局，专司督查工

作。全区各个部门的工作都以台账的形式汇

总到督查局，由督查局牵头，邀请第三方机构

按照台账，每月进行督导。可以讲，“五可”工

作法让各项工作在这里有了评判的依据，有

了衡量的标准。这样一来，政策棚架、落而不

实、不思进取等问题将一扫而光，不仅推进了

工作，也锤炼出了一支好的干部队伍。

新故相推舒画卷，丹青妙手向翠峰。

一切美好的蓝图都是一招一式干出来的。

同是落实工作，轻重缓急各异，该闻风而动

的理应马不停蹄，该锲而不舍的理应不休

不止。“五可”工作法的提出，县区一级督察

局的成立，是对“说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

也不变”精神的具体贯彻和落实，为基层如

何抓落实提供了参考和范本。同时，解放

区这种抓工作落实的方法，也让我们看到

了解放区的希望，也值得各个县区借鉴。

希望“五可”工作法在基层生根发芽，希望

各项工作在基层被执行的更好。我们相

信，在这种工作方法的推行下，焦作一定能

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更精彩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6
（作者单位：解放区外宣办）

淅川农特文旅产品
亮相河南理工大学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郑伟伟 通讯员 徐春浩 梁嘉音）
淅川红薯粉条、淅川酸菜、香花辣椒……4月11日上午，河南
理工大学热闹非凡，一个个摊位前摆放着来自淅川县的特色
产品，吸引了众多大学生前往品尝、咨询、购买……淅川县
农特产品及旅游资源展销推介会走进校园，深受好评。

为助力淅川脱贫攻坚，河南理工大学与淅川县开展
“校地结对帮扶”精准扶贫行动。自帮扶工作启动以来，学
校成立了脱贫攻坚帮扶领导小组，制订了结对帮扶工作方
案，精心选派结对帮扶淅川挂职干部和驻村“第一团支
书”，划拨结对帮扶专项经费，定期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
报，多次召开党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结对帮扶工作。经过
双方共同努力，目前在智力、科技、培训、人才、产销帮扶等
5个方面取得了成绩。

河南理工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将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巩固提高已经取得的帮扶成效，全力支持淅川经济
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工作。

淅川县委相关负责人说，自结对帮扶以来，河南理工
大学在乡村振兴、科研攻关、人才培育、产销合作等领域，
给予大量无私的帮助和支持。活动的举办，是河南理工大
学结对帮扶淅川的又一重大举措，为淅川优质农特文旅产
品走出深山搭建了平台。6

本报讯（通讯员 李文静）为切实加强高层住宅消防安
全工作，日前，焦作针对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存在的日常消
防安全管理不规范、建筑防火和消防设施隐患突出、居民
消防安全意识薄弱三类突出隐患，采取针对性防范措施，
开展纠治行动，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

近年来，省内外发生多起高层住宅建筑火灾，造成了一
定的社会影响。2014年至今，焦作发生高层住宅建筑火灾
17起，虽然无人员伤亡，但高层住宅建筑居住人数多，疏散
逃生和火灾扑救难度大，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据此，该市要求各级公安机关加强消防工作，督促其
开展高层住宅建筑集中区域消防安全检查；各级住建、房
管部门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高层建筑楼长制，配齐消防
控制室值班人员，扎实开展值班值守、巡查检查和宣传提
示等工作；各乡镇街道、社区巡防、保安等基层力量，加强
高层住宅小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和整改隐患问题；各级
消防部门负责对涉及高层住宅建筑单位进行监督抽查。
自纠治行动开展以来，目前已排除了一批高层住宅建筑消
防安全隐患，促进了全市火灾形势持续平稳。6

焦作纠治高层住宅消防
安全突出问题

打击欺诈骗保
守好百姓“救命钱”

本报讯（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姬姣姣）4月 16日上
午，焦作市医疗保障局举行“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
全”集中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正式拉开了为期一个月的
集中宣传月活动序幕，也标志着该市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
理活动全面铺开。

“比如虚构医药服务、挂名住院、把社保卡转借给他
人、将应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计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利用社保卡套取现金等行为都属于欺诈骗保行为。”焦作
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介绍。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不该成为少数违规医药
机构的“肥肉”，也不能成为谁都惦记、都想分而食之的“唐
僧肉”。在专项治理活动中，该市现场检查定点医药机构
共计 489家，处理违规定点医药机构 46家，追回医保基金
157.45万元。

面对各地多发频发的欺诈骗保事件，焦作市医疗保障
局高度重视，相继组织开展了打击欺诈骗保专项行动和

“回头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定点医院、医药机构
欺诈骗保行为还没有得到根治，此次启动仪式打响了焦作
市医保基金保卫战的第一枪。

据了解，焦作市医保经办机构将协调配合卫计、公安、
食药监等部门，构成联合执法、联合惩戒和行刑衔接的高
效工作机制，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遁形。6

百姓揣着明白账

最大的已逾古稀，最小的才刚进不惑；
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有退休工人；有党
员，也有普通群众。

这个年龄跨度大、职业背景不同的“组
合”看似没什么关联。但是，一笔属于集体
的资金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们都是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
昌街道姚郭庄村 6人理财小组的成员。这
个小组的产生，源于村民们的民主选择。

当年，老旧的村委会小院摇摇欲坠，黄
土墙用手就能捅出个窟窿来。在重修村委
会集体资金的处置方式上，村民小组自己
琢磨出了这个理财方式，由村里所有家庭
派出代表参加投票，选出党员、群众各 3名
组成村民理财小组。

“村里的大事小事只要涉及用钱，理财
小组必参与监督，我们就是用这种民主、透
明的方式管理集体资产的方式，让老百姓
始终揣着一本明白账。”姚郭庄村支部书记
赵学强说。

宽敞明亮的村委会、干净整洁的庭院、
排列整齐的垃圾池、直达家门口的水泥
路……以前那个脏乱差的小村子消失了，
眼前是一个全新的村庄。村里打架闹事的

坏风气没了，和谐团结、尊老敬老的新气象
取而代之。

“三解”道出为民心

日暖草薰时节，走进文苑街道仇化庄
村，一条如动脉血管的水泥路环村一圈,
众多如毛细血管的水泥小路从环村公路向
中间蔓延。一条稍宽、两旁栽满绿植的水
泥路将村子分成两部分，一边是整洁的砖
红色单元楼排列成行，一边是即将动工的
新河商务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我们村的村‘两委’都是 80后，这几
个娃娃热情高、有闯劲。”“别看佳佳他们年
轻，‘当家’还真有一套！”

仇化庄村的 5名“两委”班子成员在村
里人气颇高，1982年出生的贾佳佳已连任
两届村支部书记，都是全票当选，班子成员
也是高票连任。

5年来，这支年轻的队伍强党建、谋发
展，让仇化庄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
来软弱涣散的党组织，变成了示范区基层
党建观摩点，仇化庄村也成为新型农村社
区建设的示范点。

“刚上任时，村民觉得我们几个年轻，
所以说话没人听，党支部干事没人信。”贾
佳佳认为，“村子想发展，村干部得有好的

发展思路”“解决了困难，老百姓对党员干
部才会更加信任”。

如何解决？又该如何发展？
自治激发活力，法治定分止争，德治春

风化雨。
贾佳佳建了一个“公共事务群”，村里每

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在微信群里，村民们
有想法、有意见、有矛盾都能在群里说，小
到三楼漏水浸湿了二楼的墙壁，大到为村
民申请了低保，村干部都会第一时间解
决。每天微信群“叮咚叮咚”的提示音，成为
这支年轻的队伍在基层扎根奋斗的动力。

与贾佳佳办公室一墙之隔的矛盾纠纷
调化处，“说情、说理、说法”墙上的三词六
字诠释了工作方法，“解忧、解愁、解难”道
出了为民初心。

每月一次的法治德治宣传教育、每周
一次例会，每天至少一次的“碰头会”，这
间房里，村“两委”干部汇报事件处理进度，
商讨解决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随时接待有
需要帮助的村民。

百花齐放满园春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如今，“三
治合一”的辐射效应正在示范区日益显现。

走进马庄村，总能见到驻足在路边看
“墙景”的人。二十四孝图、法律知识、村规
民约为主题的“三治文化墙”绵延上千米，
色彩明亮、画面生动，于有形无声中散播文
明新风，让村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比孝心，知
法律，正三观，蓄能量。

穿过北西尚村的油菜花田，驻足荣军
堂、村史馆、国学讲堂，听老支书讲村风民
风，讲那“小事不过夜，大事不出村”的“三
治合一”工作方法。

迈进苏家作村，看 76岁的党支部书记
毋启富带领村“两委”干部，如何因地制宜
发展集体经济，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子发展成年收入达400万元的“明星村”。

无论是法治、德治还是自治，都离不
开人民的广泛参与，最终指向是激发社会
活力、让人民群众更加有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示范区正以点滴跬步，探索在
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振兴道
路上。6

“土博士”
根植沃土种怀药

修武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全县范围内变电站、输电线路等电力设施进行全面检修维护，以确保当地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可靠用
电。图为该公司员工在110千伏梁庄变电站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消除缺陷。6 李建强 摄

如何让基层党组织“由弱

到强”，让社会治理“由管到

议”，让法治意识“由淡到浓”，

让乡风民风“由差到好”？

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以下简称“示范区”）近年来通

过创新实践，以党建为引领，法

治为保障，德治为基础，自治为

根本的“三治合一”基层治理新

路子，初步形成党建引领，“三

治合一”的新模式，勾画出一幅

幅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

□焦作观察记者 陈学桦 姬姣姣

村里的大事小事只要涉及用
钱，理财小组必参与监督，我
们就是用这种民主、透明的方
式管理集体资产的方式，让老
百姓始终揣着一本明白账。

阳庙镇北西尚村举办的油菜花节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

党员干部在主题党日上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通讯员 谢长虹）4月 18日，焦作市与省留学
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郑焦融合人才项目对接
洽谈会在郑州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郑州大学、省农科
院等14个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教授与会企事业单位代表
进行了对接洽谈。

郑焦融合，人才先行。焦作市十分重视海外人才引进
和服务工作，不断优化人才生态环境，出台了一系列人才
政策。对接活动前，焦作市先期征集了人才合作项目 52
个，部分专家教授对所带项目进行介绍和路演。

会上，14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其中郑州大学郑锦华
教授与河南省大地合金公司的耐磨和耐腐硬质合金材料
的研发与应用技术项目、中国科学院冯志杰博士与多氟多
实业集团的信息安全与保密通信检测系统标准化示范基
地技术项目、河南省农科院靳晓杰博士与河南平安种业有
限公司的小麦抗赤霉病及新品种培育技术项目、河南省小
刘固农场与修武红利丰农业合作社的微生物菌肥料生产
工艺创新与技术改进项目等当场签约。

“我们举办创新创业人才项目精准对接洽谈会，其目
的是搭建相互交流平台，推动技术成果与产业化深入合
作，形成产、学、研合作互动的有利局面，促进项目更好落
地。希望这次活动，形成人才与项目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学研共同发展提供新的平台。”省
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负责人张青磊说。6

郑焦融合人才项目
对接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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