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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袁
国豪）“主题教育强筋骨，坚定自信淬肝胆。守初心，
担使命，补缺补差再扬帆。保持奋斗精气神，搏风斩
浪勇登攀……”日前，永城市城郊煤矿井口信息大厅
内气氛热烈，红旗飘扬，500余名矿工围聚而坐，津津
有味地聆听着精彩的主题教育快板书，热烈的掌声此
起彼伏。

这是该市创新宣传方式，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的具体举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该市结合实
际，创新思路，强化实干担当，以扎实举措推动主题教
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深学笃行，用心抓好学习教育。通过集中学习、
座谈研讨等方式，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
神；立足该市红色资源禀赋，提高主题教育的多样性、
实效性，强化共同情感和价值观。

丰富载体，营造学习氛围。充分运用主流媒体及
新媒体，深入宣传主题教育进展、经验和成效；采取宣
讲团、报告会等方式，大力宣传先进典型，传播正能
量；组建文艺小分队进一线，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和一线职工勇担职责使命。

创新方式，以实干践行使命。在党员干部中开展
“我为永城提建议”，在广大群众中开展“我为永城挑
毛病”活动，多渠道听取工作服务对象、基层党员群众
对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存在突出问题的反映；以群众
需求为整改导向，通过开展“三五”基层工作日等形
式，着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以群众所感所
获检验主题教育开展效果。6

永城市

以实干实效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意
识，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助推“两城”
联创，自9月24日开始，睢阳区城管
局陆续走进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持续
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宣传活
动。通过宣传活动，增强了同学们对
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促使大家积极
参与到垃圾分类行动中来，让垃圾分
类从口号变为习惯。6 丁祎 摄

垃圾分类进校园

小葫芦“烙出”幸福生活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宋涛

“我拿着这个烙有八仙赐福图的葫芦，爱
不释手。”10月13日，说起与葫芦的缘分，宁陵
县赵村乡翟楼村村民翟志伟便打开了话匣子。

2016年 3月，在朋友家中，他第一次接
触到了葫芦烙画。“如果在工艺葫芦上做做
文章，一定可以闯出一片天”，从那以后，这
个念头在他心中生生不息地燃烧起来。

葫芦烙画就像是一束光，将这个半辈子
与庄稼地打交道的农民沉睡了 30多年的艺
术梦点燃了。

搂着葫芦睡

回到家后的翟志伟“着了魔”似的买葫
芦，不眠不休地钻研葫芦烙画技术。

本地葫芦绘画还行，但烙画不行，葫芦
皮太薄，一烙就破。技术是他创业需要攻克
的第一个难关。

为了学习技术，他没少吃苦头。2016年
冬天，翟志伟带着家人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葫
芦文化之乡——山东聊城拜师学艺。

在葫芦上作画，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艺术保守，往往对来者是只看不
教。“非遗技术传内不传外”，首次拜访时，

葫芦烙画大师郝洪然的一句话让一腔热血
的翟志伟吃了闭门羹。

就这样放弃吗？显然不是翟志伟的风
格。“我这个人就像是打不死的小强，对于认
准的事情就是一根筋。”

2016年春节，翟志伟一行五人第三次来

到聊城。当时，村子里没有住的地方，一家
人就在大冬天里打地铺；没有吃饭的地方，
夫妻俩就踏着冰雪，自己买菜做饭。

“那么冷的天，我也心疼老婆孩子。”回
想起这件事情时，翟志伟充满了歉疚。但
是，他说，“想学别人不愿意教的东西，只有
付出真心，才能把别人的不愿意变为愿意。”

终于，翟志伟痴迷葫芦烙画的真情，化
解了这冬日里的寒冷，成功打破了非遗传承
上不成文的规矩，郝洪然答应让翟志伟带领
8个人前来学习技术一个月。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葫芦烙画技
法是用功夫磨炼出的，所谓功夫就是时间。
他用时间磨炼出来的巧手，制作出一件件具
有震撼力的精品佳作。

孩子们经常调侃翟志伟是“双十二”，最
长连续作画12个小时；每天晚上与葫芦待到
12点钟。妻子王海霞又气又心疼地说道：“每
天晚上他几乎都是搂着葫芦睡。”

独辟致富路

练习烙画需要很多葫芦，购买别人的成
本又太高，于是，翟志伟有了新想法：“不仅要
学习葫芦烙画，还要种植葫芦，打造葫芦文化
大观园。”这在追求平淡生活的妻子王海霞看
来“丈夫不是疯了就是傻了”。当时，不仅妻

子不支持，周围的村民也嘲笑他异想天开。
翟志伟深知在农村、在基层搞艺术做文

化，势必如履薄冰。但他相信在国家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和鼓励农村人自主创业背景下，
自己选择的种植、加工、文化“三产合一”的
葫芦大观园项目一定能成功。

由于头一年技术、市场各方面都不成
熟，大观园一直没有创收，起初的五个股东
也陆陆续续走了三个，这对于资金本就不宽
裕的翟志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因为缺钱我还偷偷
在被窝里抹过眼泪。”现在回想起创业初期的
艰辛，这个40岁的大男人竟面露羞赧之色。

但他并没有气馁，缺钱想办法筹钱；别
人不理解就做出成绩来让大家相信。

“之所以不走，我就是看中了他这个人
和他身上这股傻劲。”股东之一翟方超说。

守得云开见月明。自从2017年夏天在朋
友圈接了第一单订购烙画葫芦的生意后，翟志
伟的葫芦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2017年销售
额70多万元，2018年达100多万元……葫芦
大观园的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日益显现。

给贫困户免费发葫芦苗、开展技术培
训、带动就业……随着产业的扩大，翟志伟
说：“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的富，我
们要带领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6

宁陵县赵村乡翟楼村村民翟志伟（中）另
辟行径，葫芦烙画开启致富路。吕忠箱 摄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马
晓伟）从华商大道一路向东，过京九铁路立交桥后沿
商都大道向东南方向行驶，10分钟后，一座以黑灰为
主色调、庄重大气的建筑映入眼帘，“商丘东站”四个
大字屹立其上。站前广场主体完工，广场区域的 5条
道路有2条已经具备通行条件，供水管网铺设完毕，公
交线路正在规划……三个月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地。
在各施工方的通力合作下，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党工委的大力支持下，商丘东站配套工程创造了

“高铁速度”。
商丘东站就是俗称的商合杭高铁商丘新区站，位

于示范区平台办事处，是商合杭高铁、京九高铁、商南
客运专线、商济客运专线、郑商城际铁路的交会枢纽
站。站场西侧与现有的京九铁路为邻，上行距离商丘
站15.91公里。

商丘东站市政配套工程是商丘市重点工程，建设
工期紧，投资规模较大，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五条道路、
一个广场、一个落客平台、一条电力排管及供水工程
和退水渠建设。

该项目于2019年 6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高架
桥、站前广场的施工，落客平台、广场绿化、卫生间及
水泵房装饰装修正紧锣密鼓地开展。6

商丘东站配套工程建设
跑出“高铁速度”

本报讯（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通讯员 李
奇）日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一带一路百部精品
戏曲电影”工程向祖国献礼暨戏曲电影《打金枝》《小
包公》开机仪式在商丘市志愿服务主题公园举行。

据悉，“一带一路百部精品戏曲电影”项目是河南
影视集团为落实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具体措
施。项目汇集了全国戏曲名家和国内一流的戏曲电
影创作、制作、发行、推广团队，与中央电视台、国内一
线卫视、全国新农村院线、全国电影联盟、腾讯、爱奇
艺、搜狐等共同打造，并将翻译成多国语言，输送、推
广到“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及地区。6

“一带一路百部精品戏曲电影”

《打金枝》《小包公》
在商丘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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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打出基层腐败整治组合拳

“微权”晒太阳 提升满意度

●● ●● ●●

地方传真

□商丘观察记者 王平 刘梦珂

本报通讯员 刘清林

违规危房改造收费、套取良种补贴、农
村低保不严不实……“微腐败”看起来不起
眼，但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动摇的
是基层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要向

“微腐败”亮剑，让“小微权力”纳入制度的笼
子，在阳光下运行。

如何标本兼治？商丘市对此专门制定了
《推进“小微权力”规范运行实施办法（试行）》
等，对规范“小微权力”运行的工作原则、任务
职责及机制建设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加强基
层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依据。如今，“小
微权力”规范运行，严惩重处，源头预防，标本
兼治，打出基层腐败整治组合拳，有力推动了
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聚焦重点，精准发力“靶向治疗”

“俺家生活困难，低保申请了好几年，都
没批下来。县里规范微权力运行以后，像我
这样的困难户终于享受到了低保，俺心里真
是说不出的高兴。”10月 14日，提起此事，虞
城县谷熟镇李苟庄村村民张厚成仍激动不
已。

针对群众在办理低保、五保、危改等申
报审批事项中，存在的基层干部“脸难看、事
难办”以及推诿扯皮、吃拿卡要、贪污腐败、
用权任性等问题，虞城县推行微权力运行中
违纪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构建了党委（党
组）全面监督、纪委（纪检监察组）专责监督、
基层党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和群众
监督的立体监督体系，有效预防了基层微权
力运行中违纪违规问题的发生。

这只是商丘市开展“小微权力”专项治
理的一个缩影。针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商丘市先后开展了脱贫攻坚战中侵害群众
利益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干部作风问题专项
监督、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决
战年行动等专项活动，采取“大起底”回头
看、异地互查、领导包案、线索清零、提级复
核、部门联动等措施，深挖问题线索 1082

件，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理 1795 人。同
时对惠农资金、土地征收、教育医疗等民生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开展专项整治、集中
督查，经常化监督、常态化治理，在部分县
（市、区）试点推行基层站长、所长、校长、院
长、村长等“小五长”微权治理，“水、电、医、
学、章”“五小权力”专项治理，瞄准基层“微
权力”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商丘市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队，围绕专
项整治、专项治理开展情况，对各县（市、区）
及相关成员单位进行多轮次集中督查，实行
领导包案、挂牌督办、周更新、月通报制度，
压实为民责任。目前，全市共查处基层侵害
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1598 起，党
纪政务处分 2018人次，组织处理 637人次，
移送司法机关46人。

晒出小微权，善用科技防腐

“以前群众来开证明、盖章，我们经常不
明情况、不明职责，到底哪些证明可以开、哪
些章可以盖，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小微权
力’规范化运行之后，我们拉出了‘权力清

单’，公开了办事流程，群众办事准备啥材料
一目了然，我们说话、做事也有据可依了。”
柘城县张桥镇张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彬说
起“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来滔滔不绝。

基层干部权力虽不大，但直接关系群众
利益，是人民群众感受最为深刻也是最为关
注的权力。是否正确行使“小微权力”，是关
系党的执政根基的大事。为此，商丘市积极
稳妥推行乡村两级“厘权清单化、用权程序
化、监权科学化”监管新模式。从村级重大
事项决策、财务审批、“三资”管理到宅基地
审批、社会救助申请等 11个方面，厘清权力
清单；对“小微权力”运行从法规依据、管理
权限、运作流程、执行标准等方面逐项规范，
理清权力边界；实行权力清单内容、规章制
度、运行程序、运行过程、运行结果“五公
开”，确保“阳光运行”。

同时，依托互联网技术，运用信息化手
段，在全市构建惠民扶贫资金（项目）大数据
监察平台，安装终端查询机 2358台，覆盖全
部贫困村 920个、并向部分乡镇便民服务中
心和非贫困村延伸。群众可通过查询机、手
机、网站进行查询、举报、监督；监管部门可

通过数据比对自动生成的存疑信息，及时发
现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可通过对疑点问题的
分析研判，摸排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目前接
收群众查询 1136 万余人次，纠正整改问题
12万件，立案查处违纪问题 101起，整改违
纪资金 486万元，实现了对基层“小微权力”
精准监督的智能化、全覆盖。

以案促改，做实治本文章

夏邑县围绕“栗城医院套取新农合基金
典型案例”暴露出的问题，开展“城乡居民医
疗保险综合整治”活动，收缴违纪资金229万
元；宁陵县先后 3次组织村委干部全程旁听
扶贫领域案庭审，13个乡镇84个村委的122
名村干部向组织主动说清问题……

以案促改，做好监督执纪“后半篇文
章”。商丘市围绕违规转让集体土地使用
权、商业开发村室、非法收取村民丧葬费、套
取新农合医疗资金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推动 14个部门开展问题集中整治和以案促
改，分析典型案件，找出责任主体，责成监管
部门促进责任落实。同时选取 6类 24起扶
贫领域典型案例编印成《全市精准扶贫廉政
宣传手册》口袋书，发给扶贫干部随时随地
学习，并督促指导出台《商丘市扶贫资金管
理办法》，市扶贫办、市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制
定规章制度 35项，规范项目实施、资金使用
等措施。既盯个案治标，又重全局治本，示
警明纪，直观震撼，让广大党员拉响警报，时
刻把纪律挺在前面，从而达到净化政治生
态，改善干部作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的效果。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必须多管齐下
防治‘微腐败’，才能保障小维权的阳光运
行。商丘市将结合基层实际，创新监督方
式，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对基层干部的监督
常态长效、精准有力，将加大问责力度，用真
问责促进真担当，倒逼基层党委、纪委主动
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落实落地，切实维护
群众利益，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商丘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6

（图片由商丘市纪委监委提供）

去年以来，商丘市倡导各县（市、区）在所有行政
村成立扶贫孝善基金会，设立孝善基金。对于建档立
卡贫困户中60岁以上（含60岁）老人，由其子女为老
人缴纳赡养费，具体金额由子女自愿。赡养费先缴纳
给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根据子女缴纳的金额，政府补
贴缴纳额的10%，最高每月补贴不超过50元，然后由
村扶贫孝善基金会按季度将赡养费连同补贴资金一
并发放给60岁及以上贫困老人。图为夏邑县广电局
驻歧河乡青铜寺村扶贫工作队表彰本村子女孝赡基
金缴纳先进户。6 苗育才 摄

巡 察 干
部利用大数
据监察平台
对岗王镇孙
楼村扶贫资
金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