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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杨玉良）“满意，满意！我每一项都
打了高分，自从巡察组进村，俺村发生了大
变化！”3月 3日，在内黄县后河镇余庄村，
村民史国民打开手机，里面装有安阳市委
巡察办探索开发的一款“APP”，他指着调
查群众对巡察村（社区）工作的满意度打分
一栏，对记者说。

近年来，安阳市以巡察村（社区）工作为
抓手，在发现和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和
作风问题上取得明显成效。然而，巡察工作
成效，老百姓是不是真的满意？满意度到底
有多高？巡察工作下一步的落脚点在哪
里？安阳市委巡察办一直在探索。

“以前全市没有统一的群众满意度评

价机制，各级各单位评价方式比较单一，方
法落后、程序繁琐、群众信服度低……”安
阳市委巡察办副主任陈家民坦言，为了能
更加准确、深入、客观掌握巡察效果，及时
发现方式方法、整改机制等的不足，他们和
第三方企业合作，探索利用线上方式开展
对巡察村（社区）效果的群众评判。

在安阳市委巡察办工作人员的指导
下，记者也进入评判系统。只见打分内容
围绕“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村‘两委’为民
办事”“村内政治风气”“村人居环境”等4大
项16小项测评内容，每块都有相应的选项。

根据介绍，为全面掌握基层群众对村
（社区）党组织的满意度情况，每个村（社
区）一般组织2次测评。每轮巡察启动时，

对所要巡察的每个村进行 1次巡前测评，
了解巡察前群众对村（社区）党组织的满意
程度。“巡察整改期结束后，组织第二次
测评。最后后台生成测评结果，比较前后
两次测评的满意度值和评分值两项变化，
得出群众满意度情况。”陈家民说。

为迅速完成评判，各县区巡察办充分利
用各村村务公开微信群、帮扶干部工作群
等，引导群众广泛参与，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
登门入户，动员群众通过手机APP评判本村
巡察整改情况，采用点对点扩散、群对群分享
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测评工作的覆盖率，保障
了测评数据的客观性、科学性和真实性。

通过分析研判，各县（市、区）巡察机构
将测评数据与共性问题专项整治、巡察反馈

意见整改和移交问题线索“双起底、双清零”
专项活动深度融合，对满意度较低的村级党
组织开展“点穴式”督查，对已整改的问题

“再审查”，对需要重点了解的问题“再了解”，
对巡察整改不彻底或未整改的问题“再督
促”，坚决保障巡察整改工作落实落地。

据了解，截至目前，安阳9个县（市、区）
全部完成评判工作，全市参评群众已达31.5
万人，群众评判最高分由巡察前的75分提高
到巡察后的88分，增幅达17.33%，最大满意
度值比巡察前平均提升5.31%。村（社区）党
组织领导作用发挥情况满意度提升4.7%，

“两委”为民办事、政治生态、人居环境3项满
意度提升5.5%，其中林州市、内黄县4项评
判内容的满意度平均提升10%以上。7

三月正芳菲，安阳市处处姹紫嫣红，春意盎然。3月2日，
在市民文化广场上，各种颜色的梅花竞相绽放，花团锦簇，香气
浓郁，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游玩。7 王小彤 摄

安阳巡察村（社区）满意度调查探索微信测评新方式——

测评“上云”“满意”升级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3月 4日上午，安阳市民李杰和家人自驾到太行大峡
谷踏春。停车场停满了悬挂豫、冀等地牌照的车辆。“春节
期间就想来，谁知道游客太多，根本进不了山……”李杰
说，现在乡村游火了，赶上节假日，石板岩镇的民宿要提前
一个月预订。于是，一家人只好错峰出行游玩。

乡村游成了拉动旅游经济的“功臣”，凭的是啥？
“这得益于我们近年来打造了一批美丽乡村的典型代

表。”安阳市市长袁家健说，近年来，该市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作为农村最普惠的民生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补
齐的最大短板之一来抓，以垃圾治理、污水处理、厕所革
命、村容村貌提升等为重点进行环境整治，勾勒出一幅美
丽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

建设美丽乡村，非一日之功。安阳市坚持规划先行，确
定“1+1+N+1”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思路，制定出台《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19322”乡村振兴战略示
范工程，初步形成产业发展推进、文化旅游开发、景区城镇辐
射、生态田园休闲等6种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

乡村之美首先在于干净整齐。如今，紧临红旗渠的止
方村已是当地一景，去年村集体靠旅游收入上百万元。“这
首先受益于林州市持续推进的‘全民动手，清洁家园’活
动。”村支书郭青松说，他们定期举办“最美庭院”评比活
动，村干部挨家挨户看卫生，带领村民扫院子、整街道。
2019年，止方村入选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在安阳，数千个“止方村”一改“脏乱差”面貌，不仅“标配”
了下水道、垃圾桶、水冲厕所，还将周边的生态山水、景区景
点、特色村庄等有机串联，成为宜居又宜业的美丽家园。

打造美丽乡村，如何避免千村一面？安阳市给出的答
案是“一村一品”，细分出风格各异的“IP”，使它们独具辨
识度和吸引力。

在安阳县，瓦店乡杜庄村古色古香，白壁镇西裴小镇
更重文化，高庄镇樱花小镇风光旖旎……该县去年实施乡
村振兴评星晋级三年行动计划，各乡镇挖空心思，激活自
身要素资源，打造出一批特色“IP”。

对于人文村镇，先保护再开发。村内有古井、古树、古院
落等独特的历史古迹和雍正巡视并留宿的历史，殷都区古井
村对“张家大院”古院落进行修缮保护，绘制雍正出游古井
图，新建水系建设，把古村落打造成“新网红”。

小型村镇，就地取材。人口不足800的滑县牛屯镇高
营村，将村里4处废旧垃圾坑塘进行全面改造，建栈道，造
河湖，小村变花园，花了不到200万元。

县郊村镇，产业先行。汤阴县韩庄镇李家湾村依托村
集体三禾农庄发展采摘业，春节期间每天收入2万元。“集
体有了钱，才能更好地建设村庄，服务百姓。”该村村支书
苗学民说。

特色村镇，“专一”发展。林州市石板岩镇高家台村把
“文化轻轻地放在山水间”，高标准打造“旅游+写生”双产
业链，被誉为“写生小镇”。放下锄头的村民有了文艺范
儿，或开民宿，或搞服务，收入不菲。

“乡村旅游已成为推动安阳乡村振兴的新引擎，在促
进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文化繁荣兴盛、消费升级、富民强
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阳
市委书记李公乐表示，安阳市将把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为
关键抓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安
阳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7

细
分I P

美
丽
乡
村
更
﹃
魅
﹄
人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尚明达

作为我省第一产粮大县，滑县每年生产种子和优质专用粮
近20万吨，其中，一半以上都来自滑丰种业。说起滑丰，首先
要说的就是公司董事长、“全国三八红旗手”——赵秀珍。

今年68岁的赵秀珍身型偏瘦、中短卷发、戴副眼镜。“我出
身农村，跟黄土地有着不解之缘。”3月6日，刚一见面，她就对
记者说，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一直是自己奋斗的目标。

一些农民接受新鲜事物能力相对较差，不愿轻易使用新品
种。她主动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协会”“公司+种粮
大户”等多种形式，在滑县建立科技示范园，乡镇建新品种展示
田，村建新品种展示点，开展良种三级示范，形成县、乡、村三层
服务网络，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得到一站式托管服务。

“我们近年来推广的‘增氮补微’‘前氮后移’‘种肥宽幅同
播’等栽培技术，使小麦平均亩产由原来的800斤增长到1200
斤，玉米平均亩产由原来的1000斤增加到1500斤。”赵秀珍介
绍。此外，公司还采取订单农业模式，带动农户参与小麦良种繁
育和优质专用粮生产，并以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2-0.3元的价格
回收，打通卖粮渠道，增加农户收入。

目前，赵秀珍在省内建立小麦繁种和优质专用粮生产基地
50万亩，带动农户6万余户，年增加基地农户经济收入近1亿
元。在海南建立科研育种中心，在甘肃建立玉米制种基地，实
现从单一经营品种到育、繁、推服务一体化的重大跨越。

每到夏秋季节，赵秀珍就组织省内外6000多名农民和客
户代表参加新品种、新技术观摩会，她培育的种子遍布河南、
河北、内蒙古、山西等地。

枣村乡西徐营村曾经是贫困村，赵秀珍让村民参与种子
繁育以及田间管理、加工、运输等业务。“我现在每个月收入
3000元左右，吃穿不愁，跟着赵秀珍干，大家伙儿心里都踏
实。”该村村民赵长明说。

滑县荣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十二”连冠期间，全
县 180万亩小麦，滑丰种子就占了 85%。赵秀珍对此非常自
豪。她说：“我想一直在种子事业上干下去，培育出更多优质品
种，带动更多农户，为乡村振兴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7

种子事业，我想一直干下去
——访“全国三八红旗手”赵秀珍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王茂鸿）
3月 8日，记者从安阳市发改委获悉，近日，安阳市政务服务和
大数据管理局市级实体政务服务大厅已率先在全省开启异地
联合受理审批服务新模式。

当日，在安阳市民之家西一厅，记者看到，两个“全省通
办”综合服务窗口十分醒目。“线上传输申请材料，可实现省内
跨地市承接政务服务事项申请。我们特地将 2名业务素质
高、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服务窗口，专职负责此项工作。”
大厅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去年12月，安阳市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省局开展的
业务培训，同时按要求采购设备。当月24日，该市成为全省领
先配套服务齐全的“全省通办”综合服务窗口。按照省里下发的
800项“全省通办”事项受理标准，该市积极与省内兄弟地市各
有关部门做好协调协作，异地承接省、市、县三级政务服务事项。

目前，参照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和浙
闽赣皖四省边际城市“跨省通办”清单，安阳市拟纳入第一批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涉及 15家单位 146项，并拟定晋冀鲁
豫四省边际城市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合作方案，为四省边际
城市之间跨地域互相提供政务服务畅通受理渠道。7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区域内印有新能
源标志、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位字样和编号，整个车位外侧
为白色实线，内侧是绿色实线……3月 5日，在安阳市文峰大
道，记者看到沿线停车区域内，出现多个新能源汽车专用停
车位。

据了解，安阳市为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本着便民、利民的原则，于 3月 3日正式开
展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的施划工作。

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主要分布在市区核心交通枢
纽站、医院、商圈、便民中心及宾馆周边等。在原有停车泊位
基础上，升级改造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117处，共计351
个。该市城市管理局交通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施划工作将在
三月底结束，届时将给全市新能源汽车车主停车带来极大便
捷。7

安阳政务服务开启
异地联合受理审批新模式

新能源汽车有了专用停车位

我省公布1月份全省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况

安阳获补偿金1124万元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如今咱‘安阳蓝’

越来越多了，看着这么美的天，忍不住就想拍下来。”3月 10
日上午，在市政广场前，安阳市民李女士正举着手机拍照。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该市获得 1月城市环境空气质量
生态补偿金1124万元，获补金额居全省各省辖市第一位。

近日，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各省辖市（示范区）、省直管县（市）
1月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况。根据当月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安阳、鹤壁、三门峡、焦作、洛阳、新乡、濮阳、驻马店、郑州
等 9 个省辖市因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提升，可得生态补偿金
4100.5万元。其中，安阳1124万元、鹤壁815.5万元、三门峡
620.5万元，获补金额位居全省前三位。南阳、漯河、信阳、济源、
许昌、开封、周口、平顶山、商丘等9个省辖市（示范区）需支偿生态
补偿金，共支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金5666万元。7

安阳县新打造的“西裴小镇”，成为群众喜爱的网
红打卡地。7 赵阿娜 摄

林州市黄华镇止方村紧临红旗渠、太行山，已成当地一景。7 李林宇 摄

小河村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一个豫北小村，却拥有 140 多亩竹
林。最近两年，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和村
里的竹林一起火了。

3月7日，记者来到距离汤河水库大坝
北部仅500米的小河村，青砖房别具特色，
一派恬静的农家风光。走进村北的小河
竹林，沿观景步道缓缓而行，小溪潺潺，竹
子翠绿。

美则美矣，但就是没人。
“天还不暖和，没人来竹林，都在另一

个地方。”小河村党支部书记于瑞兴神秘
一笑。

小河村原本不长竹子，上世纪 60 年
代，为响应国家“南竹北移”号召，汤阴县
有 7 个村试种竹子，唯独这里试种成功。

“最初，俺村种竹就是为了卖竹，增加集体
经济收入。”于瑞兴说。

前些年，由于竹制品市场缩小，小河
村的竹产业也随之萎缩。近两年，随着

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村里干
脆“叫停”砍竹卖竹，并借

着汤河国家湿地
公园建设的

东风，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大打“青山
绿水”牌，依托竹林资源，建起生态休闲
区，全力发展旅游产业。

2016年，村里建起农家乐饭店，开辟
百亩荷塘，设立垂钓乐园。目前，全村 90
多户村民中有 21户从事与旅游相关的工
作，仅此一项，全村人均年增收1500余元，
有的家庭年收入达5万元。

2018年年底，村里与一个“种花大王”
合股，在村里建起一座 100 多亩的“百合
花园”。“我们是土地资产入股，所以百合
花园承诺一年给村集体保底 10 万元，同
时优先雇用本村劳动力。”于瑞兴说。

咋能保证老百姓一年四季都有致富
渠道？2019 年下半年，村“两委”外出取
经学习，回来后决定把此前征收的部分
闲散土地利用起来，建一座“嬉雪场”。

在汤河国家湿地公园旁，一座白色
的“冰雪世界”赫然在目，高高的雪坡上，
一拨拨坐着轮胎的游客直冲下来。“瞧，
人 都 在 这 儿 呢 ！ 这 是 俺 村 建 的‘ 嬉 雪
场’……”

嬉雪场 100 多万元的投资里，村集
体 出 大 头 ，老 百 姓 可 自愿入股。就这

样，夏有竹林，春秋有花园，冬可“嬉
雪”，小河村村民一年四季都

可 以 在 家 门 口“ 数
钱”。7

村民四季有钱赚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3月 4日，记者来到位于安阳县白壁镇
东南 7公里处的西裴村，村子里任何一处
皆是风景。在村口处，映入眼帘的是“西
裴小镇”四个大字以及一架木质水车。来
到村里，但见房屋整齐排列，粉墙黛瓦，茶
店河穿村而过，颇有江南水乡之感。

仰韶文化街，随处可见“瓶瓶罐罐”的
陶器；历史文化街，生动的图画诉说着一
个个古老的故事；彩陶艺术街，鲜艳的线
条图案展示着先进的仰韶文明……

村 子 不 大 ，仅 六 百 余
人，但南有茶店河，西有仰韶文化
遗址。“依据西裴村特有的地理和文化特
点，我们聘请清华大学设计团队设计了

‘一河五区六道街’的空间布局，旨在将西
裴打造成集近郊休闲、民宿餐饮、农耕文
化体验等为一体的特色小镇。”西裴村村
支书贾海军说。

西裴村还致力于打造乡村振兴样板、
产业兴旺高地。该村采取“支部引领、农
户入股、合作社带动”的集体化运作模式，
将 850亩耕地全部流转，建设日光薄膜连
栋温室项目，种植葡萄、西瓜、草莓、茼蒿
等多种瓜果蔬菜，建造百亩菊花园，打造
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此外，他们还依托茶店河，规划在建
茶店河音乐美食广场，实现土地集约利
用、激发生产活力的同时，让农民的腰包
鼓起来。

自去年五月份正式对外开放以来，西
裴特色小镇共实现客流量约16万人次，带
动收入近百万元。“下一步，我们将强力推
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力发展产业，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美丽成果’向‘美丽
经济’转化。”安阳县委相关负责人说。7

仰韶文化特色浓

西裴村

新闻1+2

汤阴县韩庄镇小河村的竹林美轮美
奂。7 杨之甜 摄

西裴小镇精心绘制的文化墙。 7
赵阿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