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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向东 于晴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三面环山一面水，西峡县丁河镇
丁河村看似封闭，但这里的猕猴桃却
走俏国内外市场。

“别看我的猕猴桃现在只比鸭蛋
大一点，但都已找到了买家。”8月 15
日，丁河村华联猕猴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的经营者庞海超自豪地说。

果实还未成熟，庞海超哪来的底
气？“我这185亩全部都是走订单种植
模式，包销路，省心得很。”庞海超说。

作为全县“订单农业”的大户，
2013年，庞海超与意大利金桃公司签
订协议，引进“金桃”黄心猕猴桃，先后
投资700多万元，种下一园子新品种。

“当时心里也打鼓，毕竟全县当
时没人听说过这种订单模式——对
方不仅提供种苗，种植有技术指导，
连销售都不用愁，全包。”庞海超说。

如此优厚的条件，为何只有庞海
超一人合作？

“问题就在于不是一次性付款，
而是采摘前付30%，对方入库后再付
30%，最后根据实际销量结清余款。”
庞海超解释。

由于是分期付款，很多村民不愿
承担风险。为何他敢冒这个险？

“我之前是做农资生意的，有些家
底，之所以相中这个模式，主要是因为
省心。技术员第一次就带来了近 30
页的种植手册，这让我觉得门外汉也
能种出好果子。”庞海超说。

一口气签订 30 年合作协议，庞
海超正是看中了订单农业的高标准
规范化管理。

合作后，意大利公司为庞海超配
备了两名技术员，每月前来指导两
次。从土壤改良到开花坐果，每个环
节都有精确要求。

随后，除了开花授粉、除草疏果的
指导，庞海超还用上了水肥一体化设
备。“合同要求每个猕猴桃质量在80g
至 100g，达到一级果标准，干物质大
于18.5%，水分小于30%才包销，果子

过大过小都不行，这就必须精细化管
理。”

“一体机连在藤架上，浇水施肥
都是微喷滴灌，既节水节肥，又能精
确控制用量，保证品质。”庞海超说。

“你这样管理成本不高吗？”记者
问。

“咋能不高呢！但也划算。”庞海
超说，“我每亩投入虽然比普通农户
高 1 倍，但价格也高，1 斤能多赚 2
元。”

“去年亩产 2500斤，一亩地能赚
1.6 万元。这还是控制产量呢，今年
预计亩产能达3000斤。”庞海超抑制
不住嘴角的笑容。

今年是庞海超种植猕猴桃的第7
年，他的猕猴桃树还没到盛果期。

“只要品质上去了，价格就有保
证，销路更不用愁。”庞海超说，“最重
要的是，精细化管理还能延长果树寿
命，我这树最少能活30年。”

依照合同约定，金桃公司从销售
额中提成 15%，但一方保品质、一方
包销路的合作，让双方都有了长期稳
定的收益。

近年来西峡县大力发展猕猴桃
产业，仅 2019年产值就达 8亿元，综
合社会效益达 22亿元。订单农业的
发展更为西峡的猕猴桃产业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越来越多的订单
从国内外纷至沓来，刺激了广大农
户生产绿色、有机猕猴桃的积极性，
有力推动了西峡猕猴桃产业产、供、
销长效稳定机制的形成。③6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本报通讯员 李虎翼

8 月 8日，星期六，这是安阳市实
行政务服务延时的第一天。

为方便市民办事，安阳市决定从8
月 8日起，在市、县（市、区）政务服务大
厅，全部实行周六延时服务。

这项便民为民的新举措究竟如
何？当天记者前去地处安阳市文峰大
道的市民之家探访。

往日的市民之家静悄悄的，而这
天却热闹非凡，汇聚了不少来办事的
群众。

上午8时50分，记者从东门转到西

门，只见已排起一溜溜长长的队伍。这
些群众都是前来办理驾照审核、水电气
费缴纳、违章处理等事项的。

9时整，记者测量体温后，随着排
队的市民先上了三楼，出示身份证进
入服务大厅，看见各窗口的工作人员
在紧张地办理各项事务。

安阳市公交总公司司机张先生很
快办完了驾驶证换发手续。他一边小
心地收起办理手续，一边高兴地说：

“过去，我上班他们上班，我下班他们
下班。想办手续还需要请假。周六延
时服务真是太好了。”

一直以来，很多上班族都遭遇过

像张先生这样的尴尬。实行周六延时
服务，这样的尴尬被破解了。

张佳是处理违法停车窗口的工作
人员，她告诉记者：“开门不到 10分钟
就已经办理了3件违法停车事宜。”

“你们的工作人员如何休息？”记
者询问。市住建局审批服务科科长李
海丽告诉记者：“周六工作人员可以进
行调休。”

“麻烦了自己，方便了群众。”安阳
市行政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宋光明说，

“如今我们这里有 29个单位、44个窗
口，70 多名工作人员。我们从 1187
项便民服务中选取 366项民生类高频
事项开展延时服务，使办事群众在非
工作时间能办事、办成事。这是我们
为继续做好‘互联网+政务+金融+多
场景便民应用’政务服务的新的提
升。”

实行周六延时服务第一天，安阳
市 本 级 为 群 众 办 理 各 项 业 务 1280
件。③6

深山“金桃”香飘海外
——订单壮大西峡猕猴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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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 郭青海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濮
阳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严格落实中央、省委关于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各项决策部署，把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
抓，以坚决态度、必胜决心，利剑扫黑、
铁腕除恶、从严惩腐、全面治乱。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深
入，濮阳市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经济发展环境明显优化，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提升——
2019年濮阳市公众安全感达 96.7%，
较 2018年上升 2.43%；政法机关执法
满 意 度 达 96.16%，较 2018 年 上 升
1.8%；扫黑除恶成效满意率 96.23%，
较 2018 年 上 升 1.96% ；刑 事 立 案
13315起，较2018年下降1.08%。

坚持党的领导 扛牢政治责任

濮阳始终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和贯彻党中央
决策部署的现实检验。

切实强化党的领导，建立市委书
记宋殿宇任组长，市长杨青玖任第一
副组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天
阳任常务副组长，31家市直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专项斗争领导小
组，先后 16次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市政府常务会议，12次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工作推进会议，研究部署工作
任务，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切实强化责任落实，党政主要负
责同志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市委书记宋殿宇先后 18次对专项斗
争作出批示，市长杨青玖多次提出明
确要求，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
挥、狠抓落实，层层传导压力、从严从
实落实责任。

切实强化组织保障，高标准筹建
濮阳市扫黑办，抽调精干力量26人充
实队伍，组成8个专项工作组、一个举

报中心，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健全
完善政法机关研判会商机制、政法机
关与行业监管部门协同配合机制、政
法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问题线索相
互移送机制等30余项制度机制，进一
步提升规范化水平；将扫黑除恶专项
经费纳入市县两级年度财政预算，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共列支6500
余万元，有力保障了各项工作需要。

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濮阳市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一盘
棋”思想，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负总
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职能部门分
工负责,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
理的工作格局。

坚持依靠群众 汇聚民智民力

濮阳始终把依靠群众作为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力量之源，坚持打一
场人民战争。

加强宣传引导，用活电视、手机
微信、网络新媒体、单位LED电子屏、
流动宣传车、乡村平安大喇叭等多种
载体，采取专题专栏、以案说法、知识
竞赛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广大群众
参与专项斗争的主动性、积极性。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编排
豫剧、快板剧、莲花落等文艺节目，深
入基层农村、社区开展巡演活动。各
类媒体刊播稿件、访谈、专题 1300余
篇，张贴两高两部及省公检法司《联
合通告》8.5万余份，发放宣传页、宣传
册20万余份。

通过强大的舆论效应和正气传
播，全市人民群众踊跃参与，陆续举
报各类涉黑涉恶问题线索 1800 余
条，相关单位逐一进行核查反馈，切
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坚持依法严惩 彰显法治力量

濮阳坚持重拳出击、依法办案，
做到有黑必打、有恶必除，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

强化线索管理，在全省率先建立
市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中心，接
受上级交办和群众举报涉黑涉恶线

索，强化分类管理和转办交办，重点
线索由濮阳市扫黑办直接组织专班
进行核查，确保核查质量。

强化督查督办，对重点案件采取
党政主要领导和政法单位“一把手”包
案等方式，进行挂牌督办，全力攻坚。

强化打击措施，全市公安机关坚
持“三优先、一统筹”工作思路，重大
案件全局统筹，人力、物力、财力都给
予优先倾斜；检察机关坚持涉黑恶案
件全部提前介入，开辟专项斗争“绿
色通道”；审判机关坚持“五必查”工
作制度，确保把每一起涉黑恶案件办
成“铁案”。

通过政法机关合力攻坚，截至目
前，濮阳市共打掉涉黑恶团伙60个，其
中涉黑组织4个，涉恶犯罪集团43个，
涉恶犯罪团伙1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836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922起，查
扣涉案资产1.8亿余元，起诉829人，判
决512人，依法判处追缴、罚没、退赔财
产2934.8698万元。其中，安建毫等人

“非法收车”涉黑案，是全省打掉的第一
个利用公司化运作，集非法放贷、暴力
讨债、非法收车于一体的犯罪组织，被
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精品案件；破获南
乐县宋谷金楼村原村支部书记宋国凤
等人“把持基层政权”涉黑案，有力整治
了基层顽疾，巩固了基层政权，赢得了
民心；破获王仁兵等人“套路贷”“暴力
讨债”涉黑案，有力维护了社会正常经
济秩序，保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被省
扫黑办评为优秀案件；中央督导组督办
的鹤壁市焦付生涉黑案，濮阳市公安机
关抽调50余名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进

行侦办，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6人，破案
66起，查扣涉案财产总价值 1.3 亿余
元，彰显了濮阳公安机关敢于担当和侦
办大案要案的能力水平。

坚持惩腐打“伞”净化政治生态

濮阳坚持有腐必惩，把扫黑除恶
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同部署、
同落实，坚决斩断利益链条，严防死
灰复燃。

对所有涉黑涉恶案件，全市纪检
监察机关坚持及时跟进、逐案审查，
深挖其背后“保护伞”及腐败问题。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深入开展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
听之任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
充当“保护伞”问题专项整治。

目前，濮阳市纪检监察机关已立
案审查涉黑涉恶“保护伞”案件 53件
53人；查处涉黑涉恶腐败问题 54件
55人；查处工作推动不力65件 69人，
其中县级干部 2人、科级干部 49人，
党纪政务处分 156 人，组织处理 30
人，移送司法机关6人。

坚持综合治理 铲除黑恶土壤

濮阳坚持扫黑除恶与行业综合
整治一体推进，最大限度挤压黑恶势
力滋生空间。

2018年聚焦非法金融领域涉黑
恶犯罪问题，组织公安、市场监管、税
务、银监等部门开展集中整治行动，一
批“套路贷”高利贷、暴力讨债违法犯
罪分子受到严厉打击，濮阳市民间金
融环境得到有效净化。专项整治期

间，共摸排相关企业商户 580 余家
（次）、17家银行 454个网点。公安机
关依法精准打掉从事放高利贷、非法
讨债、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
恶犯罪团伙 12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257人，破获非法金融活动犯罪案件
150多起。

2019年聚焦交通、住建领域的行
业乱象，组织交通、住建行业部门深
入开展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共处置违规运营车辆81辆，查扣非法
超限超载车辆 135辆，下发工程承发
包违法整改通知书21份。

2020年聚焦十大重点行业领域
突出问题，明确12家牵头单位开展专
项整治，建立台账、明确措施、严格责
任，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濮阳
市公安局以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打击
跨 境 网 络 赌 博 、整 治“ 黑 加 油 站
（点）”、交通秩序整治、治安乱点整治
为重点，扎实推进夏季严打整治“龙
剑”行动；濮阳市自然资源局开展“一
河两路两侧违法违规用地专项治理”

“春苗土地执法巡查”“违建别墅清查
整治”等专项行动；濮阳市农业农村
局积极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查工作；
濮阳市住建局开展专项治理活动 16
次，有力打击了招投标领域违法违规
问题。

坚持固本强基 夯实斗争基础

濮阳坚持基层组织整顿和基层
社会治理“两手抓”，让黑恶势力在基
层无处容身。

大力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组织、

民政部门严把换届入口关，审查村
（居）“两委”候选人 2.9 万余人，取消
候选人资格 513人，村“两委”换届秩
序明显改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有
效发挥。

在全省率先开展换届“回头看”，
调整撤换107名村干部。在农村党支
部学院设立扫黑除恶课程，指派专人
先后为全市 500多名农村支部书记、
150 名基层党员群众、200 多名机关
干部进行培训，引导党员干部敢于发
声亮剑，旗帜鲜明地与涉黑涉恶、黄
赌毒等不法行为作斗争。

由濮阳市扫黑办牵头组织，创新
开展重点村（居）集中治理整顿，筛选
存在涉黑恶违法犯罪、治安稳定隐患
的200个重点村（居），抽调县直部门、
乡镇干部 1600余人组成 200个工作
专班进驻，共解决治安、民生等各类
问题 3100 余个，一批横行乡里的村
霸落入法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不断强化。

使命相催，重任在肩。濮阳市将
继续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
署，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收官
之战，以不断提高攻坚能力为切入
点，以重点地区、行业、领域为突破
口，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不放，紧
盯“保护伞”“关系网”不放，紧盯黑恶
势力经济基础不放，确保依法打深打
透、除恶务尽；着眼长效长治，加强长
效机制建设，推进综合治理、基层基
础建设和自身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扛牢政治责任 强化“六个坚持”

濮阳：扫黑除恶誓夺全胜

依法严惩重拳出击全民动员

延时服务 方便群众安
阳

去年亩产2500斤，一亩
地能赚 1.6万元。这还
是控制产量呢，今年预计
亩产能达3000斤。

走向我们的走向我们的小康小康生活生活

8 月 16 日，光山
县砖桥镇魏湾村鼎峰
合作社社员正在收获
锦绣黄桃。该合作社
2015 年从浙江引进
种植了110多亩锦绣
黄桃，如今喜获丰收，
亩均收入达2万多元，
并吸纳 26 名村民长
年就业，带动了周边
农民致富增收。⑨6
谢万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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