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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河南脱贫故事
百名记者进百村

采访手记

□史晓琪 王慧 王贝

围绕优化营商环境、“三送一强”
等工作，郑州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工
委书记武斌每周都要带队开展综合督
导调研，了解企业所需，强化服务能
力，帮助企业打通堵点、突破难点、克
服痛点，把惠企政策落到实处。这是
今年郑州经开区纪工委开展集中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专项活动，主动作为、服务企业的一
个缩影。

作为我省首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郑州经开区集聚各类企业及经
营主体2万多家，其中有几百家外商投
资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几十家世界
500强企业、国内 500强企业，优化营
商环境尤显重要。

今年，郑州经开区纪工委以增强
企业和群众满意度获得感为出发点，
以加强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为载
体，以履行监督责任、压实主体责任
为抓手，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党员

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慢作
为、假作为、失职失责、慵政懒政怠政
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贿赂、
乱收费、乱检查、乱罚款、吃拿卡要等
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腐败和作风问题
为整治重点，开展集中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项
活动，强化监督查问题、强化措施促
整改、强化责任促担当，进一步增强
全区党员领导干部的勤政意识、服务
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为加快推
进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强的纪
律保障。

为了把这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
位，郑州经开区纪工委不断提升政治
站位，印发了《经开区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方
案》，建立了自查自纠、线索排查、监
督检查、快速查办、容错纠错、从严追
究、通报曝光等 7 项行之有效的机
制。

建立自查自纠机制。全区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切实承担起优化营商环境
中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确
保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打造国际
化营商环境 2020年行动方案》中所承
担的工作任务按时高质量完成，力戒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建立线索排查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积极开展调研座谈，综合运用
新闻媒体、巡察监督、网络举报等多种
方式，进一步拓展群众投诉举报渠道，

认真梳理破坏营商环境的各种问题线
索，综合分析，分类交办。

建立监督检查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把损害营商环境问题纳入监督
检查工作重点内容，不断加大明察暗
访力度，让形式主义、党员干部慵政懒
政怠政、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影响民
营企业发展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无处藏
身。

建立快速查办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各科室密切配合，在受理、调
查、转办、督办、审理等各个环节有报
即查、快查快结，提高效率。对损坏经
济发展环境的问题线索，列入台账、挂
牌督办、销号管理。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准确把握因公和谋私的政策界
限，既实事求是，又依纪依法，贯彻落
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推行“看违纪
情节、看危害程度、看时间节点、看动
机原因、看认错态度、看一贯表现、看
群众口碑”的“七看”工作法，精准问
责，增强问责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坚
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运用好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做到及时纠错、
依规容错，对苗头性、倾向性的，早发
现、早提醒、早纠正。

建立从严追究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督促全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
影响全区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进
行严肃问责，真正做到有责必担、失责
必问、问责必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同时，要切实保护涉案民营企业经营
者合法权益。

建立通报曝光机制。郑州经开区
纪工委对查处的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
代表性问题进行通报曝光，强化警示
教育作用，营造警醒震慑、标本兼治的
浓厚氛围。

对于专项活动中发现的损害营商
环境问题，郑州经开区纪工委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问责一起，并将其列为
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指标内容，以
严明的纪律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
力有效开展。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持久战。”
郑州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武斌表示，郑州经开区纪工委将以查
促改，始终把日常监督专项整治等作
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强力破
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问题线索做
到线索处置零差错、化解苗头零遗漏、
违纪问题零容忍，助力打造国际化营
商环境，当好经开区经济发展的护航
者。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郑州经开区纪工委：

优化营商环境 护航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29 日，记者从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发展大会组委会办公室获
悉，为充分做好高校毕业生及各
类重点就业群体就业服务工作，
河南人才市场将于 7 月举办 15
场各类线上和线下主题招聘会，
送出一大批岗位。

据了解，与往年相比，今年的
就业工作压力更大，为此，7月的
招聘活动形式更丰富，定位更精
准，更具有特色，岗位设置更具有
针对性。

线下活动有 5场。7月 3日、
10日、17日、31日举办线下高校
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及大中专毕业
生专场招聘会，这 4场招聘会预
计有 20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提
供岗位近万个，涉及大数据应用、
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电子商务、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会计、法律、

机械、通信工程、电气自动化、土
木工程、国际贸易、物流等多个专
业。7月24日举办全国民营企业
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活动，生产制
造、教育培训、互联网服务行业用
人单位将现场揽才。

线上活动有 10 场。 7 月 1
日、29日举办河南省营销人才网
络专场招聘会。7月 8日举办全
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暨
电子电器、加工制造、信息技术行
业网络专场招聘会，7月 15日举
办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
场暨 IT 计算机、行政文秘、工商
财务专业人才网络专场招聘会。
7月 22日举办河南省成长性企业
网络专场招聘会。7 月 2 日、9
日、16 日、23 日、30 日举办综合
网络招聘会，一系列网络招聘活
动将集中送出一大批适合高校毕
业生和各类人才的岗位。③5

7月，15场招聘会“职”等你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29
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
悉，我省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高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今年在
全省范围内拟选拔招募2600名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水利)、
支医、扶贫、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平
台等相关领域服务。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招募名额“扩容”不少，由去年的
1100 人增加到 2600 人（中央计划
1500名、省级计划 1100名），其中支
教91名、支农256名、支医273名、扶
贫 781名、水利 99名、省级计划招募
1100人，招募名额全部用于“就业和
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岗位。省级计划
与国家下达的“三支一扶”计划享受
同等待遇，服务期限为 2020年 10月
1日至2022年 9月 30日。

据了解，今年的招募条件更加多
元，2020 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
（含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择业
期内（2018年、2019年）离校未就业
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2018 年和
2019年退役的服义务兵役高校毕业
生；我省全日制技工院校高级工班、
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分别参
照大专、本科文化程度报考。

另外，2017 年起招生的非全日
制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学位
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即在职研究生也能参加选拔。另外

“支教”人员可以“先上岗、再考证”，
也就是说，凡符合教师资格考试报名
条件和教师资格认定要求的高校毕

业生，可以先上岗从事教育教学相关
工作，再参加考试并取得教师资格。

服务期内“三支一扶”人员的工
作生活补贴标准为：专科生每月不低
于 2500元、本科生每月不低于 2600
元、研究生每月不低于 2700元。按
照每人 3000元标准，给予每名新招

募且在岗服务满 6个月以上的“三支
一扶”人员一次性安家费补贴。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招募方案鼓
励高校毕业生在居住地所属报名点
报名，尽量不跨区域流动，考试日前
14天内，要做好体温检测并签订承
诺书。③5

“三支一扶”招募名额“扩容”

2600名高校毕业生服务基层

6 月 29
日，在尉氏县
十 八 里 镇 马
庙村，孩子们
正 在 参 加 由
“留守儿童辅
导团”开展的
读 有 益 图 书
活 动 。 ⑨ 6
李新义 摄

在中杨庄村，渔网编织、毛发加工、回收旧手机、人字梯、晾衣架加工等多

种产业齐头并进，要数渔网编织产业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好、覆盖面最广。中

杨庄村在家的村民都可以加入，让每个人都有活干、有钱挣，变“被动”为“主

动”，激发干劲，这就是产业的延伸和带动作用。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是关键。产业是发展的

根基，产业兴旺，村民收入才能稳定增长。发展扶贫产业不能生搬硬套，必须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有根基的产业。③6

乡村名片

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行
政村位于商水县东部，与县城
和周口市成等腰三角形，相距
均是10公里，交通便利。

中杨庄行政村下辖 5个自
然村（杨庄、大王楼、王张庄、
段庄、靳楼）、9 个村民小组。
全村 615户 2425人，耕地面积
2760 亩。建档立卡贫困户 58
户 244 人 ，已 脱 贫 56 户 240
人，兜底保障2户4人。③6

□本报记者 陈茁

“我们原计划今年 8月推出‘回
望经典——20 世纪河南名家作品
展’，其中就包括书画大师陈佩秋先
生的作品。没想到，先生突然仙逝，
她的作品没能在生前回故乡展览，令
人扼腕长叹。”

6月 29日，河南省美术馆副馆长
郭黎莅向记者提起策划陈佩秋先生
作品回故乡展览一事，言语中透出深
深的遗憾。

海派书画大师陈佩秋先生出生
于上世纪 20年代，河南南阳人。她
在花鸟、山水、工笔画、书法等领域成
就斐然，被赞誉有“卧枕宋元、融汇中

西”的大家风范。她早年以山水为起
点，20世纪50年代后专攻花鸟，画风
浓丽秀美，格调委婉含蓄。20世纪
90年代，她探索细笔青绿山水，吸收
西画技巧，别开生面。晚年，老人又
在青绿山水上倾力于彩墨，创出彩墨
结合的中国画新风。6月 26日凌晨，
陈佩秋先生溘然长逝，享年 98岁，中
国书画界又痛失一位大师。

早在本世纪初，河南省美术馆就
先后数次与陈佩秋先生联系，希望先
生的作品能回故乡展出，陈先生对此
也有意向。该馆事业发展部主任司
振远告诉记者，他曾数次赴上海面见
陈先生对接，先生对来自故乡的人也
十分热情，但阴差阳错，最终没能实

现。今年上半年，河南省美术馆加大
作品征集收藏力度，准备推出“回望
经典——20世纪河南名家作品展”，
计划展出百年来河南籍名家 80余人
的作品150余幅，其中就包括陈佩秋
先生的作品，这让陈先生作品来豫展
览收藏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闻知先生去世，河南省美术馆第
一时间向其家属发了唁电，先生之子
谢定伟也对母亲家乡人民的惦念表
示感谢。

郭黎莅说：“展示、收藏和研究河
南籍美术名家的作品，是河南省美术
馆的使命和职责。我们将继续努力，
盼望陈佩秋先生的作品早日回乡，让
更多观众一睹大师作品的风采。”③5

阴差阳错留遗憾——

“盼大师作品早回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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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们村民们正在正在编织渔网编织渔网。。⑨⑨66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旭王旭 摄摄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旭

扎网框、缭网须、缝渔网、套网布……
在商水县练集镇中杨庄村，这个不临水

更没有渔业的豫东小村，村里很多人常年都
在忙着织渔网。用村民的话说就是：人家织
网捕鱼，俺们织网捕“钱”。

“小钱”也是钱

6 月 26 日，晴空万里，中杨庄村段庄自
然村 68岁的姚玉兰正坐在简易工作台前缭
网须、缀网坠、套网布。

姚玉兰家的小院是半包围结构，过堂风
惬意地掠过她玫红色上衣和豹纹长裤。

“我腿有毛病，不能老站，在家里缭点网
子，一天管摸个 20多块，能摸一点是一点。”
像姚玉兰一样，中杨庄村民把织渔网称为“缭
网子”。

同样，大王楼自然村75岁的五保户王秀
贞也在织渔网。

王秀贞干的活叫“缭网须”。她左手捏起
网，右手捻起针，线就在网眼上来回穿梭。

“俺缭的网须，一把有 100个，缭完一把
挣三块半，每天多少能挣俩小钱。”王秀贞说。

作为兜底保障户，王秀贞每年能领到
5100 元“五保金”，但她并不想完全依赖政
府：“俺不能让国家白白养着，我眼睛不好，动
作慢，可也不敢闲着，缭网是简单活儿，就当
锻炼身体了，挣点钱，买个零嘴吃，还是够够
的！”

中杨庄村只要在家的人，和王秀贞一样
没有闲着，都在织网挣“小钱”。

“中杨庄村民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工，
渔网编织表面看来是让大老板挣大钱了，事
实上成了全村家庭妇女稳定增收的突破口。”
村党支部书记王习红说，“年纪大、身体不好
的人，也能加入进来，挣点小钱。”

“小钱”也要挣

没有河湖池塘，无人养鱼，和打鱼扯不上
关系的中杨庄，怎么会有渔网编织产业呢？

“俺村的织网史，李红雷最有发言权。”王
习红说。

15年前，从镇政府下岗的李红雷跑货车
运输，把练集镇河沿村生产的网坠，拉到安徽
马鞍山。

跑了半年多，他发现当地渔网厂只生产网布，其他原
材料多是从河南进货。渔网编织有众多工序需手工完

成，劳动力富足的中杨庄，很适合发展渔网产
业。

2006年，李红雷在村里办起了第一家渔具
厂。

把网框有序排列成一行，将网线缠绕在网
框四角，从头到尾反复缠绕 4圈，不到 5分钟，
大王楼自然村 58岁的村民万耐就已经组装好
一条规格是15节的渔网雏形。

“我照顾孙子孙女走不开，就没到厂里干
活。”万耐干活麻利，一天最多能编10捆 100只
渔网，一月最多挣过800元。

“儿子不在了，老伴儿和儿媳妇在外打
工，有时回来还说我，搁家看好孩子不就行
了，还费劲缭啥网，我们挣得还不够你花？”万
耐笑着说，“我挣点小钱，也能贴补家用，孙子
孙女都六七岁了，有时候看我缭网，也忍不住
来试试。”

在挣“小钱”的同时，还把编织渔网的手工
劳作，当成孩子成长的学习课堂，生动诠释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大道理。

“小钱”攒成堆

夕阳西下，王秀贞和弟媳万玉芳在家门口
缭着网须，邻居抱着装网须的纸箱，搬来了板
凳，加入织网行列，几个人有说有笑，这是中杨
庄村常见的“织网女团”。

“村里劳动力有 1210人，去除外出打工的
706人，在家务工的有504人，而编织渔网的人
数要占到一半。”中杨庄村委会会计王法政戴着
老花镜对着信息记录簿算了一通。

如今，中杨庄村的渔网产业已成规模，三家
渔网厂形成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分别生产渔
网布、原材料、组装渔网，能提供 240个就业岗
位。

“除了农忙和过年，村民一年能织 10个月
的网。”王法政说。

数据显示：中杨庄村在渔网厂工作的，人均
月收入约 3000元；在家缭渔网的 236人，人均
月收入约 600元。通过渔网编织，村里人每年
可以获得约200万元的收入。

中杨庄全村有2425口人，单单是大老板看
不到眼里的“小钱”，就让全村人均年增收约
800元。

攒一攒，“小钱”也成堆了！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省残联派驻

中杨庄村第一书记吕俊峰说，“村民编织渔网的收入不足以
成为家庭收入的支柱，但作为补充性收入，对于一个家庭也
能发挥大作用。”③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