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姜科峰

8月 26日上午，走进漯河市源汇区
老街街道办事处滨河春天小区，只见一
排排机动车、电动车有序停放，棕榈树、
月季花在楼栋之间错落分布，黄色的墙
体上悬挂着鲜亮的文化宣传展板，居民
们在小区的文化广场上休闲健身，呈现
出一派美丽和谐的景象。

仅仅一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副模
样：小区设施损坏严重，荒草垃圾遍地，
部分居民毁绿种菜、私占停车位的现象
也时有发生……

建于 2006年的滨河春天是典型的
老旧小区。因离火车站和市场近，小区
里做生意的业主和租房户较多，物业费
不好收取，多家物业公司先后被迫撤
离，该小区一度陷入无人管理的境地。

“以前大家开车回来纷纷争抢车位，乱
停乱放，居民出行十分不便，大家意见
很大。”一位居民告诉记者。

这样的情景，也一度让老街街道党
工委书记魏留宏感到头疼。对在小区

居住的18名党员逐个走访后，老街街道
党工委决定在小区内成立一个党小组，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小区治理
难题。66岁的老党员曾国良主动要求
担任党小组组长。“天天生活在这里，早
就看不惯小区这些乱象了。”有着多年
党龄的曾国良说。

前期，曾国良和另外几名党员挨
家挨户走访，发动党员积极参加党小
组。然后，党小组成员走入每户居民
家中，征求对小区的管理意见。经过
一段时间的摸排走访，该小区于去年
12 月成立了业主委员会，还设了楼栋
长和单元长。在党小组和业主委员会
的共同努力下，该小区制定了切合实
际的管理规定，聘请了保安和保洁，明
确了物业收费标准，每栋楼的楼长具
体负责该栋楼的物业费收取工作，收
费和支出每月在公示栏、业主微信群
公示一次。“这些运营成本由住户均
摊，每户居民每月只用掏 20

多元钱。”居民孙占伟说。经过集中治
理，该小区还腾出 60 多个停车位，停
车问题也基本解决。

有了党小组，老旧小区有了“主心
骨”，小区旧貌换新颜。在老街街道，类
似的楼院党小组已有38个，牵头成立业
主委员会22个，对小区物业进行监督管
理；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实行党小组领
导下的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背街小巷
和单栋楼则按照面积划成网格成立党
小组。源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静
介绍，该区正全面推动党小组在
老旧小区全覆盖，全区目前
已 改 造 整 理 老 旧 小 区 399
个，其中约三分之一的老旧
小区成立了党小组。

“老旧小区治理
不是简单地安

灯修路绿化美化。必须不断强化党建
引领，充分调动居民参与小区治
理的积极性，建立协同治理
新格局，才能从根本
上破解老旧小区管
理难题。”源汇区
委 书 记 王 继
周说。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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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本报记者 张海涛

8月 23日上午，济源市南山林场护
林员赵志刚出发巡护前，把水壶灌满
水，并加了盐。

“天不热时喝白开水，现在出汗量
大，喝的是盐水。”赵志刚笑着向记者解
释，这是他摸索出来的护林“秘诀”之
一。

翟庄护林点是赵志刚的工作岗位，
也是南山林场最偏远的护林点。

赵志刚 2017 年从部队转业后，独
自坚守在这个护林点，管护着近万亩山

林。
“这片林区在三镇交界处，面积大，

到最远的地方要三四个小时。要是碰
到一些特殊情况，夜里返回护林点也是
家常便饭。”赵志刚说。山林巡护工作
运动量大，赵志刚常常在微信运动排行
榜独占鳌头，朋友们开玩笑称他为运动

“冠军”。
夏秋两季高温防火很重要，要及时

消除隐患。巡山时赵志刚像个侦探，一
旦发现新增的人为活动痕迹，便会对这
一区域重点查看。

由于前一段时间下了雨，山区湿度

增加，异常闷热。赵志刚主要是沿着山
区公路巡护，阳光直射，无遮无挡，并非
想象中浓荫蔽日的画面。跟着赵志刚
在山路上行进，没走一会儿，记者已经
汗流浃背。

赵志刚日常巡逻的装备就是一身
长袖长裤的迷彩服，一把镰刀。不管多
热的天气，他都穿着厚厚的迷彩服，有
时还得一边走一边用镰刀开路。

每天的巡护工作一般在下午结束，
午饭则是随身带的馒头。“现在天气热，
常常热得不想吃饭，有时干粮也不带，
下午回去才吃饭。”赵志刚说。

济源市南山林场总面积约15万亩，
这里原来是大片荒山秃岭，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几代林业工人艰苦奋战，终
于让荒山染绿吐翠。眼下这里有护林
员20多个，大多是像赵志刚这样的转业
军人，年龄最大的已 50多岁，日复一日
守护着这片林海。

“种树千日功，火烧当日空。林场
能变成今天的样子实在不容易，要好好
守护。”赵志刚说。

暮色渐浓，完成了一天的巡护工
作，赵志刚返回护林点，又将迎来一个
孤独的夜晚。③5

本报讯（记者 谭勇）非煤矿
山专项整治是我省开展“防风险、
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的
重要内容。8 月 26 日，记者从省
应急管理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
经组成 14 个非煤矿山专家帮扶
工 作 组 ，深 入 各 地 进 行 帮 扶 活
动。

目前，全省共有各类非煤矿山
1560 个，其中石油开采及矿山施
工企业 266 个、地下矿山 293 个、
露天矿山 532 个、尾矿库 469 座，
矿岩开采总量排名全国第 6位，矿
山数量排名全国第16位。

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基础上，开展专家对口帮扶活
动，旨在排查治理安全生产隐患，
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依法处罚一批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督促
矿山企业依法安全生产。根据《河
南省深化非煤矿山专项整治开展
专家安全帮扶活动方案》，今年 10
月底前在全省所有非煤矿山企业
全面开展专家帮扶活动。本次帮
扶活动分为企业自查、专家帮扶互
查、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闭环执法三
个阶段。

企业自查阶段，非煤矿山企

业按照《河南省非煤矿山汛期安全
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中《汛期检查
报告》及其他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要
求，履行主体责任，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或外聘专家开展自查，并落实
隐患整改，自查结果经企业主要负
责人签字后报送县级应急管理局
备查。

专家帮扶互查阶段，省应急管
理厅组织 14个专家帮扶工作组，
到对口企业帮助查找隐患，指导完
善双重预防机制及信息化建设，总
结学习先进经验。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闭环执法
阶段，被查企业所在市级应急管
理局必须派员做好联络协调工
作，并对帮扶互查中发现的问题
直接实施闭环执法。省应急管理
厅定员对帮扶检查工作进行跟踪
指导，对重大案件分专业直接执
法，并对各市帮扶活动及执法情
况进行暗访。

截至目前，14 个专家帮扶工
作组持续深入 62家重点矿山按不
同专业开展专家帮扶互查，下达
执法文书 58份。省应急管理厅将
及时跟踪问效，并对工作进展缓
慢、推进不力的地方进行通报批
评。③5

本报讯 8月 26日，“豫酒中原
行 佳酿醉商都”豫酒中原行第三
站郑州推广活动在黄河迎宾馆举
行，来自豫酒及相关多个行业的代
表 500余人聚集在一起，共话豫酒
振兴，共谋豫酒发展。豫直播对活
动进行了全程直播。

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围绕市场营
销、品牌塑造、品质提升、资源配置
等问题，就下一步豫酒转型发展工
作作了安排部署。

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寿

酒、皇沟、宝丰、贾湖、天明民权等
豫酒重点企业进行了展示和推
介。

为冲刺“双节”市场、提振豫
酒信心，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大力支
持下，仰韶、赊店、五谷春、杜康等
企 业 共 同 发 布 了《豫 酒 郑 州 宣
言》：“恪守工匠精神，坚持品质至
上；提升用户体验，满足消费需
求；倡导诚信经营，促进厂商共
赢；振兴豫酒产业，助力中原出
彩。”③8（本报记者）

全省非煤矿山专项整治
有了专家帮扶

《豫酒郑州宣言》发布

豫酒中原行第三站推广活动举行

党建引领解难题 小区旧貌换新颜

运动“冠军”巡山记

8 月 27 日，许昌市
建安区许由街道办事处
幸福社区举行以“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
主题的剪纸创作活动。
社区剪纸爱好者们创作
出一幅幅构图巧妙的爱
国主题剪纸作品，向新中
国70华诞献礼。⑨6
牛书培 摄

小剪纸
大情怀

●国内外知名智能装备企业家、两岸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新形势下智能装备制造带来的合作机
遇进行专题演讲

●郑州、洛阳、新乡、许昌市推介两岸智能装备产业基地核心区建设情况
●各省辖市、县（市）组织有智能装备投资、采购、技术合作、人才引进等需求的企业与参会的

国内外有关企业深入对接洽谈，探讨投资合作、技术交流、人才培养、标准共通等内容
●根据与会两岸客商需求，有针对性地组织参观考察相关省辖市、县（市、区），促进深度对接

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两岸企业家峰会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 台湾智慧自动化与机器人协会 台湾工具机暨零组件工业同业公会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省政府台办 郑州市政府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河南省人民政府 国务院台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务院国资委

郑州美盛喜来登大酒店

本届论坛以“智能制造引领未来”为主题，以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
增效为主线，聚焦以数控机床为重点的智能装备，通过论坛报告、专题推
介、产业对接、参观考察等形式，共同商讨两岸智能装备产业发展大计，培
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装备合作交流平台，携手打造两岸（河南）智能
装备产业基地。

主办单位 两岸企业家峰会 支持单位

承办单位

举办时间 2019年 9月 5日—6日 举办地点

活动
简介

活动
内容

智能制造引领未来智能制造引领未来

20192019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将于两岸智能装备制造郑州论坛将于99月月55日—日—66日隆重举行日隆重举行
两岸为主 全球参与 企业主体 互利共赢

（上接第一版）开展定期协商，实施
行政执法与司法紧密衔接。省河
长办分3批向检察机关移交266条
黄河“四乱”问题线索，检察机关向
相关部门发出了检察建议。

持续修复黄河生态

专项行动让黄河流域生态得
到初步修复。截至目前，在“携手
清四乱保护母亲河”专项行动中，
各地共清理污染水域面积 5.3 万
平方米、违建面积 43.8 万平方米，
畜禽养殖场 648 处，封堵非法排
污口 77 处，黄河流域生态初步修
复。

8 月 16 日，省政府决定，自 8
月起至今年年底，在沿黄省辖市继
续深入开展黄河“清四乱”工作，对
沿黄地区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

“四乱”问题进行深入排查、彻底整

治。
目前，省河长办、河南黄河河

务局、省生态环境厅成立了联合核
查组，对前期排查出的 266个问题
逐一进行再核查。检察机关对266
个问题中已发出检察建议书的落
实情况开展“件件回头看”。沿黄
各地对“四乱”问题进行拉网式再
排查，拉出清单、建立台账。9月至
11月，对未销号的和新排查出的问
题进行全面整治，做到清理“四
乱”、拆除违建、恢复地貌、修复生
态。12月下旬，由省河长办组织检
查验收。

孙运锋介绍，黄河“清四乱”
的主要范围不局限于黄河干流，
还包括洛河、涧河、伊河、蟒河等 9
条重要支流，以解决影响黄河生
态安全的突出问题，持续修复黄
河生态。③5

携手“清四乱”保护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