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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载体在手 主题教育入心

一条“线”辐射一个“圈”

□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
本报通讯员 左英珺 张瑞敏

“我提出的加固村里柏油路的建议被采
纳，获得2分奖励，刚好够在‘党员群众积分
兑换区’兑换这个摆盘！”近日，在长葛市后
河镇闫楼村的“爱心超市”里，党员闫丙乾捧
着刚刚兑换的摆盘仔细观赏，爱不释手。

在闫楼村不足 40 平方米的爱心超市
内，“党员群众积分兑换区”整齐摆放着水
晶奖杯、陶瓷摆盘等含有主题教育元素的
物品。“我们以‘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
见行动’为主题，组织党员参加志愿服务，
发放相应积分，党员可凭积分到爱心超市
兑换相应物品。”闫楼村党支部书记闫东
锋说。自党员群众积分兑换制度实行以
来，党员之间相互督促、相互鼓励，充分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切实提高了为村民服务

的能力和水平。
创新载体，是闫楼村开展主题教育的

重要举措。在第二批主题教育中，闫楼村
积极创新方式方法，用活用好微信公众号、

“一编三定”、爱心超市、红色电影、以案促
改五个载体，使主题教育开展得有声有色、
入脑入心。

利用“微信公众号”，让年轻党员学起
来。针对支部年轻党员在外务工多、流动
性强、活动范围广的特点，闫楼村利用微信
公众号及时推送中央、省委主题教育有关
信息，炒热年轻党员思想，先学一步。目
前，该村通过“微信公众号”已推送主题教
育专题信息23条，组织党员集中学习7次，
外出交流学习1次。

播放“红色电影”，让老年党员聚起
来。为增强主题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该
村依托学习强国、远程教育融平台的影音

资源，在晚上播放红色电影，为老党员、老
年人创设交流学习、集思广益的参学平台，
并利用播放电影时间对老党员、老年人开
展意见征求，发布村内信息，通报村内工作
开展情况，进一步改善支部工作方式，让支
部和党员整改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目前，
已通过该途径播放电影5次，搜集意见建议
13条，发布村内信息 9项。党员群众反应
强烈，纷纷要求多放党史片、抗战片。

深化“一编三定”，让无职党员做起
来。为将“学、查、改、做”进一步细化，该村
对无职党员实施“一编三定”,将 39名党员
编入便民服务组、服务发展组、美丽乡村
组、移风易俗组、文明建设组、矛盾调解组
等10个工作组，对党员定岗定责，让每个党
员都有“责任田”。

抓好“以案促改”，让村级治理严起
来。为促进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闫楼

村在开展“四对照四反思”基础上，深入开
展“以案促改”，进一步促进小微权力规范
运行。“我们精心选取‘三资’管理、优亲厚
友、吃拿卡要等方面的涉农典型案例进行
深入剖析，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使党员干
部受到警醒。”闫东锋说。

在脱贫攻坚中，该村选取外地违规造
假评定贫困户、低保对象认定审核把关不
严等典型案例开展“以案促改”，警示党员
干部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用好作风助
力脱贫攻坚。在郑万高铁项目拆迁补偿
中，该村认真剖析外地违规套取征地补偿
款的案例，并召开“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会，
为村组干部上好“以案促改”“第一课”，确
保拆迁补偿依规依法。通过通报“三资”管
理领域典型案例，该村对以前私设“小金
库”、坐收坐支现象进行了整改，完善了财
务管理制度，有效推动了村民自治。6

许昌2人入选
“河南省脱贫攻坚奖”

图片新闻

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地下隧道实现贯通
未来可搭乘“铁路公交”便捷往返郑许

【现场】

许昌段地下隧道全线贯通

10月 22日，在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施
工现场，伴随着机器轰鸣声和现场人员的
欢呼声，盾构机的刀盘破土而出，永昌大道
站至许昌东站区间（永许区间）的右线实现
贯通。这意味着，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的
地下区间部分实现全线贯通。

“此次实现贯通的永许区间右线全长
2059米，隧道呈‘V’字坡，沿途下穿高压杆
塔、联通信号塔、燃气管线多处重大风险
源。”郑许市域铁路第一项目部盾构工区总
工程师何立群介绍，“我们在施工中加强了
对盾构机掘进参数的控制，对风险源进行
加密监测，克服一个个技术难关，做到了既
保护好地面建筑的安全，又保证掘进按照
既定方向行进。”

目前，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地下隧道
全线贯通，标志着市域铁路建设取得突破
性进展，也为后续施工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悉，郑许市域铁路全长约65公里，其
中许昌境内 33.7 公里，设 11站，以许昌东
站为起点，以华夏幸福城站为境内终点，最
终接入新郑国际机场GTC换乘中心。

2017年 12月 6日，郑许市域铁路许昌
段率先开工。预计 2020年年底，郑许市域
铁路全线通车。

【推进】

首个高架站“芳容”展现

10 月 18日，在许昌市魏武大道中央，
工人们正忙着在13米的高空拼“积木”。“积
木”是预制好的混凝土横梁。工人们操作
架桥机，将混凝土横梁一节一节地拼成桥
面，桥面向远方逐渐延伸。

“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高架线使用的
这种混凝土横梁，专业名称是装配式节段
梁。”郑许市域铁路第三项目部经理闫嵩
说，在全国范围内，装配式节段梁大规模地
应用到铁路工程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尚
属首次。

郑许市域铁路许昌段高架线长达 27.8
公里，占总里程的80%以上。9月25日 8时
30分，在位于建安区魏武大道与规划农大
路交叉口南侧的农大路站，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的浇筑完成，由郑许市域铁路第
五项目部负责施工的农大路站主体结
构顺利封顶，成为许昌段首个封顶的
高架站。这座“身高”24米、总面积
6204.5 平方米的高大建筑“芳容”初
现。

许昌市郑许一体化发展工作办公室
项目推进组组长韩新峰介绍，郑许市域铁
路是国内第一条连接两座城市核心区域的
市域铁路工程，设计时速为 120公里，未来
通车后通过“高密度、短编组”的公交化运
营，许昌至郑州全程仅需51—57分钟。

【纵深】

实现周边公共交通“无缝对接”

“未来，郑许市域铁路的沿线站点，将
与周边公共交通实现‘无缝衔接’。乘客
出了车站，就可以乘公交、骑‘小绿’。”许
昌市轨道办工作人员孔磊说，郑许市
域铁路这条“线”，构成了郑许“一小
时通勤圈”的“骨架”。

许昌市市长史根治介绍，郑许市
域铁路已列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
《中 原 城 市 群 城 际 轨 道 交 通 网 规 划
（2009-2020年）》，项目建设对带动许港产
业带发展，加快郑许两地一体化进程，支撑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作为郑许一体化的交通中心轴，郑许
市域铁路串起了许港之间13个相关产业园
区，带动沿线产业的加快布局和集聚发展，
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交融的

“大动脉”、许港产业带隆起的“助推器”，也
使郑州航空港、河南自贸试验区、中国（郑
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真正变成
许昌可利用的平台。

以此为标志，郑许之间的产业、生态、
功能、平台等对接进程也风生水起、步履铿
锵。郑许市域铁路连起了郑州和许昌，带
来了繁华与梦想。

产业对接，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永
和制药等多家郑州企业将建设项目“搬”到
许昌，许昌市环宇玻璃配套郑州宇通客车
项目有序推进，空港电商园与航空港等产
业之间，协同发展关系也在日益深化。

生态对接，“郑州南花园”魅力初显。
“花木之都”正成为郑州人的“第二居住
地”。许昌的商品房销售中，8.9%被郑州市

居民购买，部分新楼盘甚至超过4成。
下一步，许昌市将充分利用“三区一

群”等国家战略平台，加快综合保税区、
保税物流中心和功能性口岸规划建设，
积极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许昌联动发展
区，推动信息、研发、金融、结算等公共服
务平台与郑州对接，实现互联共享，努力
构建相互衔接、高效便利的开放发展支
撑体系。

“一体化发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更
不是一加一等于一，而是充分发挥自身的
比较优势，实现错位发展、协同发展，才能
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托举’效应，对郑州
大都市区起到有力支撑。”许昌市委书记胡
五岳说。6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10月 17日，在郑州举行
的河南省脱贫攻坚奖表彰大会上，60位脱贫攻坚战线上的
先进个人荣获2019年度“河南省脱贫攻坚奖”，其中许昌市
有两人入选：禹州市火龙镇太和府楼村党支部书记王素芹获
得“奋进奖”，瑞贝卡集团董事局主席郑有全获得“奉献奖”。

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向获奖的先进典型
学习，学习他们一心为民的宗旨意识，学习他们坚守基层的
无私奉献，学习他们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学习他们扶贫济
困的大爱情怀，凝聚起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正能量。

69岁的王素芹退休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脱
贫致富，引进资金百万元，筹建了巧媳妇示范园，解决就业
100 多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13 人，人均月收入 1500
元-3000元；2016年以来免费为全市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留
守妇女举办各种技能培训班16期，培训人数达2000多人。

65岁的郑有全秉承“壮大瑞贝卡，完善自我，报国惠
民”的企业价值观，多年来，在扶贫、慈善捐赠方面累计投
入资金3亿多元。2018年向各级慈善总会、扶贫办等机构
捐款 976.19万元；承接 10个村帮扶，先后投入 200余万元
改善村基础设施、走访慰问；投资 1000多万元建设扶贫工
厂，带动385名当地和周边乡镇贫困群众就业。

“看到乡亲们幸福的笑容，我觉得所有做的难、发的愁
都散去了。”王素芹说，“奋斗在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我将以
更加昂扬的状态，为这片热爱的土地继续向前。”6

本报讯（许昌观察记者 王烜）10月 10日，许昌市委规
委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召开，采用票决制对8个规划项目
进行评审。

曹寨汉魏风情小镇和周边地区城市设计及石梁河景观
规划是此次评审的规划项目之一。该项目规划范围 367.4
公顷，为市区新元大道以南、昌盛路以北、京广铁路以东、滨
河路以西区域，按照“一轴两心三片、多廊交织”的空间设计，
打造中原顶级的滨水汉魏特色风情小镇。评审该项目时，会
议要求，要秉承生态优先、小街区划分、功能复合的规划理
念，突出水岸空间和绿地景观的参与性、游憩性、渗透性、共
享性，进一步巩固提升水生态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作为2019年中心城区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之一，清潩河
游园沿线桥梁下园路贯通工程规划也通过了此次评审。
该工程位于清潩河河滩地内，涉及清潩河天宝路桥至许由
路桥之间的 10多座桥梁，除已贯通的 4座外，还需整修通
行 8座。工程将结合桥梁具体情况，采取箱涵和栈道两种
方式实现桥下通行。对于该工程，会议要求，进一步提升
完善规划，打造更加便民、优美的城市环境。

会议还评审了尚集产业集聚区 S05-1号地控制性详
细规划（调整）、市邮件处理中心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等规划
项目。6

本报讯（通讯员 刘涛 杨丹凤）“现将县委第五巡察组
巡察县农业农村局、农机局、供销社和南水北调办的情况
反馈给你，请你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规定，
切实履行‘一岗双责’，一是督促以上分管单位‘一把手’切
实担负起整改第一责任人责任，强化政治意识，夯实管党
治党责任；二是督促以上单位对照问题清单，科学制订方
案，定期听取巡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按照省委、市
委巡察工作有关规定及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听取上轮巡察
情况汇报后的要求，部分县级领导在新一轮县委巡察工作
结束后，都收到这样一份特殊的“提醒”。

近日，鄢陵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专题会
分别听取了十三届县委第十二轮巡察县农村农业局、县民
政局等 10个单位的情况汇报，针对巡察发现的问题，根据
县级领导职责分工，向 4名县级领导干部发放了巡察整改

“提醒函”，函告内容包括巡察反馈意见、问题清单等。收
到“提醒函”后，相关县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认真履责，及
时到各被巡察单位调研督导，有力推动了分管和联系单位
巡察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

“向被巡察单位分管县级领导干部发放“提醒函”，进
一步压实了分管领导和被巡察单位党组织的整改责任，切
实形成巡察整改合力，确保了巡察发现问题整改落实到
位，真正做实做细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鄢陵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哲表示。6

8个规划项目
通过许昌市委规委会评审

鄢陵县

向县领导发“提醒函”
压实巡察整改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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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日，工作人员在位于禹州市的中国南水北调
颍河倒虹吸工程现场向来宾介绍红外热成像仪检测仪
器。当日，许昌市在南水北调中线干线禹州管理处举办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社会各界
人士 100 多人近距离参观工程运行，感受工程在应急管
理、工程安全、水质保护以及规范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优
异成果。6 牛原 摄

郑州向南、许昌向北，郑

许一体化正连接两地，谱写新

时代精彩的“双城记”。

作为郑许一体化的先导

工程、中原地区第一条市域铁

路，郑许市域铁路穿越中原城

市群郑州至许昌产业带核心

区域，将郑州和许昌两个“点”

连成一条携手共进的“线”，进

而带动整个区域的联动发展。

高桥飞架，隧道延伸。许

昌段的建设顺利推进，预计

2020年年底建成。许昌人乘

坐“铁路公交”到达郑州的日

子即将到来。

□许昌观察记者 董学彦 王烜

郑许市域铁路全长约 65 公
里，其中许昌境内 33.7公里，
设11站

65公里

郑许市域铁路是国内第一条
连接两座城市核心区域的市
域铁路工程，设计时速为 120
公里，未来通车后，许昌至郑
州全程仅需51—57分钟

51—57分钟

工人正在加紧建设郑许市域铁路

“许都一号”盾构机刀盘稳速
转动、缓缓向前推进

郑许市域铁路施工现场 本文图片均为 牛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