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

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

一线调查研究，解民忧、纾

民困、暖民心，践行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干群

关系更加密切，群众的认

同感和满意度持续增强。

河南日报近日派出报道小

组，深入基层，现场体验我

省干部作风的新转变、干

群关系的新变化。今日

起，本报开设“干部作风新

观察”专栏，推出系列报

道，敬请关注。③5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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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月 20日电 今年是
希望工程实施 30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
日寄语希望工程。他指出，在党的领导
下，希望工程实施 30年来，聚焦助学育
人目标，植根尊师重教传统，创新社会
动员机制，架起了爱心互助和传递的桥
梁，帮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青少年
圆了上学梦、成长为奋斗在祖国建设各
条战线上的栋梁之材。希望工程在助

力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发展、服务青少
年成长、引领社会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让青少年健康成长，
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所系。进入新时
代，共青团要把希望工程这项事业办得
更好，努力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
新希望。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注和支
持希望工程，让广大青少年都能充分感
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希望工程是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实施的，以
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设施、救助贫困
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为使命的社会
公益事业。截至2019年 9月，全国希望
工程已累计接受捐款 152.29亿元，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99.42万名，援建希
望小学20195所。

当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特别是在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的
巨大鼓舞下，全省上下正坚定信心，埋
头苦干，朝着习近平总书记为河南擘画
的蓝图阔步前行，涌现出一批忠诚干净
担当的先进典型，刘岩松、李志勇同志
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为表彰先进、弘
扬正气，激励和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
书记对河南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
奋斗者、开拓者、奉献者，省委决定，追
授刘岩松、李志勇同志“河南省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开展
向刘岩松、李志勇同志学习活动。

刘岩松，男，汉族，河南鹿邑人，
1983年 3月出生，2004年 11月参加工
作，2008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
系周口市审计局行政事业审计二科科
员。2019年 5月，刘岩松担任主审的商
水县扶贫和“一卡通”惠农补贴资金项
目正处于收尾攻坚阶段，他在持续发高
烧的情况下，仍然坚守岗位、忘我工
作。2019 年 6月 10 日，因脑膜炎医治
无效，不幸去世，年仅36岁。

李志勇，男，汉族，河南西平人，
1981年 1月出生，2005年 10月参加工
作，2001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
系焦作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
病学调查室主任、兽医师。2019年 5月
9日，在连续多天高强度工作后，突发心
脏骤停，不幸去世，年仅38岁。

刘岩松、李志勇同志是认真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中青年干部信念坚、政
治强、本领高、作风硬要求的标兵模范，
是在平凡岗位上挥洒血汗、忘我奉献的
出彩河南人的优秀代表。他们爱岗敬
业、恪尽职守，彰显了共产党人绝对忠
诚的政治品格。刘岩松同志长期在审
计一线默默奉献，先后参与脱贫攻坚、
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项目审计46次，特
别是近两年 5次担任扶贫项目主审，以

“精准审计”助力“精准脱贫”，促进资金
拨付 1.6亿元，推动政策落实 43项。李
志勇同志投身农业、扎根农村、心系农
民，多次放弃调整岗位机会，坚守农村
动物疫病防控岗位14年，出色完成了布
鲁氏菌病、口蹄疫、禽流感等一系列重
大疫病防控任务，累计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近亿元。他们苦干实干、追求出
彩，彰显了共产党人昂扬向上的进取精
神。刘岩松同志“把每天当作最后的冲
刺”，（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李晓玮 董学彦 卢松

11月 19日上午，许昌市民之家
办事大厅，来办事的人不多，跟印象
中熙熙攘攘的场景相距甚远。

根据许昌市有关部门公布的数
据，今年上半年，许昌市新登记市场
主体2.6万户。这意味着平均每天要
有140多人办理各种手续，但办事的
人在哪里呢？

上午 10点左右，许昌市区一家
企业高管宁文博来到三楼企业开办
服务区，办理企业营业执照的相关手
续。她径直来到服务窗口，只用 15
分钟就完成“换证”。

作为当日“跟随群众跑一次”的
“陪办员”，许昌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王永祥对这种场景也颇有感慨。自
去年 1月首次“跟跑”算起，王永祥已
是第 7次当群众“陪办员”。近两年
时间内，他目睹了办事大厅从人头攒
动到“屈指可数”的变化。

王永祥说，办事大厅的群众从多
到少，不是办事的少了，而是网上的

“数据”跑动多了，是各职能部门倾注
的精力和心力多了，是群众办事更方
便、更快捷了。

宁文博的经历印证了这一说
法。她说，来办事前，她通过“许昌工
商”微信公众号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多
次沟通，完善了多处缺项，“要不然，
可能还要再跑几次”。

在办事大厅的电子屏幕上，一行
红色的大字分外醒目：“企业登记 3
小时，印章制作2小时，申领发票2小
时。”这就是许昌市在全省首创的“企
业开办，一日办结”。宁文博对此频
频点赞：“以前我们开办企业时，注册
登记要到工商局，刻章要到印章店，
办理税务登记要到税务局，得二三十
天才能办完。”

“打不完的电话，盖不完的公章；
跑不完的腿，磨不完的嘴……”曾是
社会各界对办事环节繁琐、办事难的

“槽点”。为了改变这一状况，2017
年 7月，许昌市在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动员会上郑重承诺：到 2017

年年底，所有经审核公布的事项都要
实现“三个一”的目标，即“只进一个
门、只找一个人、只跑一次腿”。

但由于办事群众对办理事项的
要求、流程不熟悉，这一广受社会各
界好评的举措当时并没有取得立竿
见影的效果。许昌市行政服务中心
副主任高国锋说，当时经常有办事群
众不停地问这问那，几十分钟还办不
完。群众因为申报材料不规范、不完
整而往返多次的情况更是屡见不
鲜。办事群众可以“只进一个门、只
找一个人”，但往往实现不了“只跑一
次腿”。

“群众的痛点、难点，就是我们关
注的焦点。”许昌市委书记胡五岳
说。2017年 10月 12日，“跟随群众
跑一次”活动正式启动。这项活动要
求各级职能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作为
群众的“陪办员”，跟随办事群众全程
办理各种事项，换位体验办事“冷
暖”，查找审批效率、流程设置、服务
态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不设身处地，就不能体验群众
办事的艰辛，也很难发现工作中的不
足。”王永祥说，“‘跟随群众跑一次’
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有了共同感
受，在精神上产生了共鸣。”

在体验中补短板、在办事中找差
距，全市 25个单位参加了“跟跑”，干
部“跟跑”321人次，先后发现各类共
性和个性问题 1600多个，有 90%以
上已得到有效解决。目前，全市119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入驻市民之家，
139个事项当场可办、立等可取，614
个事项可送证上门、快递送达，企业设
立登记网上办件率达99%。③5

□吕志雄

“路口的灯不亮了，

尽快帮忙修理吧！”“斑马

线尽头是绿化带，不方

便行人通过，能调整下

吗？”清丰县“小事快办”每天都在为群众

这样的诉求忙碌。清丰县的“小事快办”

折射出我省干部作风的转变。出彩路上

看作风，作风好才能蹚开出彩路。

领导干部的作风是衡量为人民服务

水平十分重要的尺子，直接关系党的形

象。出彩需要好作风。出彩并不是一件

轻而易举的事，拉高标杆，争先进位，要

靠严作风；勇于担当，攻坚克难，要靠硬

作 风；推 动 发 展 ，造 福 百 姓 ，要 靠 实 作

风。唯有不断锤炼作风，才能激发内在

动力，打赢三大攻坚战；唯有倡树“五比

五不比”，做到“五转五带头”，才能不辜

负“更加出彩”的殷切嘱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全省各地勇担使命，因地制宜，创

新出很多锤炼作风的好办法。许昌市建

立了“跟随群众跑一次”工作常态化制

度，深化“放管服”改革；鹤壁市建好“问

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排查、

化解、整改矛盾隐患；三门峡市在行政许

可和服务方面，以“一站式办理”解决群

众反映的痛点、堵点问题，把强作风寓于

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之中。作风建设

是永恒课题，各级党组织继续坚持抓常、

抓细、抓长，党员干部始终同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就能带领中原人民

再续出彩华章。2

习近平寄语希望工程强调

为青少年提供新助力播种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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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彩路上看作风

群众办事 干部“跟跑”
干部作风新观察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

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 开展民主评议党员

漯河市依托现有体校师资优势和体育场、体育馆等体育场馆资源，发挥龙舟赛等赛事的引领作用，着力打造区域性体育赛事中心，先后承办了世界女排大奖赛、世
界男排联赛等高水平赛事200余项、2000余场次。图为航拍的漯河“体育赛事中心”（11月20日摄）。⑨6 程越峰 摄

中国之治中国之治··河南实践河南实践

10│时事

本报讯（记者 冯芸）11 月 19日
至 20日，省委副书记喻红秋在洛阳
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牢
记初心使命，真情服务群众，以履职
尽责的实际行动推进乡村振兴。

初冬时节，宜阳县赵老屯村坡地
上的迷迭香仍是满眼翠绿。喻红秋
仔细询问迷迭香功能、市场前景等，
鼓励企业加强研发、延长链条，打造
富民增收大产业。在宜阳县陈宅村、
栾川县协心村和西沟村等地，喻红秋

进农家、看民宿，实地察看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乡村旅游等情况。喻红秋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文化素养，
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大力
发展乡村生态旅游，真正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

地处伏牛山深处的嵩县是国家
级贫困县。喻红秋深入田间地头、社
区企业，看产业发展、问带贫脱贫情
况。在库区乡林药间作立体种植基
地、下蛮峪村香菇种植基地，喻红秋
说，（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针对社区困难群体多、服务内容
多、工作人员少等情况，安阳市文峰区
大寺前社区将“百姓的事交由百姓管百
姓办”，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引
导群众积极互助共管共治，使邻里之间
变得更和谐，群众生活更幸福。

11月 18日，80岁的张爱花老人吃
过午饭就出门了。她走街串户，与邻居
街坊拉家常，最后来找社区主任曲存香

“汇报”：“我今天走了5户，他们家里都

没有煤球！”原来，老人是社区居民志愿
者，义务检查燃煤散烧治理工作。

在大寺前社区，矛盾调解、政策宣
传、空巢老人照料、孩子课后辅导等，都
有居民志愿者“管”，就连理发都有人负
责，并且是义务的。

“现在社区有 12支志愿服务队，大
家争着给老百姓干实事、做好事！”社区
主任曲存香很自豪。

大寺前社区位于文峰塔南侧，属于
安阳老城区，困难群体多，群众诉求多。
因管理缺失，环境脏乱，基础设施匮乏。

社区只有 6名工作人员，咋为老百
姓搞好服务？经入户走访，他们发现，
居民中不乏热心人。

40多岁的徐勇宏无业、离异，工作
人员几次去他家，总是铁将军把门。“刚
开始我有点怀疑他是吃低保的‘空挂

户’。”工作人员闫涛回忆，“后来才知道
他每天要去医院照顾偏瘫的母亲，这一
照顾就是17年。”社区把他“孝老敬亲”
的事迹作为典型广为宣传，并邀请他加
入社区志愿服务队伍。如今，徐勇宏已
成为社区“志愿服务达人”，每周志愿服
务时间超过20小时。

典型树起来后，志愿服务一下子
“火”了。20名居民自发成立党员 110
志愿服务队，免费给居民修车、修家电、
量血压。“只要居民有困难，我们随喊随
到。”队长蒋保新说。

（下转第四版）

百姓的事百姓管百姓办，好使！
——安阳市大寺前社区打造“志愿服务+”激活居民自治活力

喻红秋在洛阳市调研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 真情服务群众
以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推进乡村振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