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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于晴

在郑州，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的听障人士

可以与工作人员无障碍沟通；在洛阳，“P+R”

（驻车换乘）停车场投用为开车换乘地铁的市

民提供出行便捷；在漯河，24 小时自助办税厅

刷新办税体验；“当你老了”，全省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覆盖率将达 90%以上……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解决老百姓的急事

难事烦心事，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心尖尖上的

事，也反映在一件件或大或小的民生实事中。

不久前，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部署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贯彻新发展理念、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基层民生需求、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民、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五个方面为“我为群众

办实事”划好了重点、给出了抓手。

为民解忧要坚持问题导向，发现问题才能

解决问题，察民情访民意是办实事的第一步。

群众生产生活有哪些困难？民生保障还有哪

些短板？这些问题都需要党员干部眼睛向下、

脚步向下，察民情，访民意，做好调查研究，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呼声，发现发展中

亟待解决的难点。

1930 年 5 月，毛泽东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

处的寻乌，走访当地 47 家商店和 94 家手工业

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交流，确定了红军

的城市政策。“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

功”。政策举措务不务实、接不接地气、是不是

真正利民，群众的感受最真切。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就要尊重群众感受，开门问策、问需于

民。

时代在变，回应民生关切的方法也在变，

技术加持为听取民意提供了新办法。在国务

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委托第三方开展的

调查评估工作中，河南省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

总体指数排名省级政府第 8 位，稳居全国第一

方阵。“豫事办”政务服务 APP 从 3706 个应用

实现“掌上办”、超过 86%的事项实现不见面审

批和“零跑动”，到“服务体验官招募”等意见反

馈途径建立……技术日新月异，不变的是为民

服务的初心。只有在解决急难愁盼中，畅通民

意反映渠道，摸清群众所思所盼，才能把各项

政策措施办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突出问题导向，办实

事才能解民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就

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

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

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

办实事不是简单帮钱帮物、搞花架子、堆

几个盆景，而是要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

问题，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

养老等方面的重点民生问题。自 2005 年起，

我省已连续 17 年请全省人民建言，今年又确

定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改善农村出行条

件、扩大 5G 网络覆盖面等涉及多领域的十大

民生实事。“群众提、大家定、政府办”，一件又

一件民生实事的确定、落实、更新，才是回应

“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断点”

的切实之举。

为群众办好一件实事，就会温暖一片人

心，把好事办好办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

的烦心事，才能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才能在

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中，永葆共产党

人的初心本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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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解决急难愁盼中，畅通
民意反映渠道，摸清群众所思
所盼，才能把各项政策措施办
实，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

□顶端新闻评论员 徐兵

有“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之称的杨怀

定逝世，享年 71 岁。作为中国证券发展史上

一个标志性的个体股民，他颇具传奇色彩的

故事，再次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也勾起老一

代股民的记忆。（据新华社6月14日电）
凡是有些资历的股民都听说过“杨百万”

这个名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凭借买卖

国库券赢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杨怀

定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在股票

市场上，可谓是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因为

炒股盈利超过一百万元，人称“杨百万”，更被

一些媒体称作“中国第一股民”。

那个“万元户”都比较稀缺的年代，一百

万元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因此，

杨怀定化身为“杨百万”在当时成为成功人士

的一种代表。其实，杨怀定被世人记住，并不

是“百万”的头衔。很多人怀念他，更多是对

第一代理性投资者表示敬意。

看到国库券存在价差，杨怀定冷静分析、

大胆出手，赚取了第一桶金，同时还不忘跑到

税务局咨询买卖国库券是否要交税。进入股

市后，当时市场气氛比较激烈，很多散户持续

看多，但他却不这样认为，并劝告散户不要冲

动。结果，很多散户听信股评人建议，最终被

套，他却早在高位抛售股票。

多年来，杨怀定也一直坚持向市场宣传

理性投资的价值理念。同时，在他名满天下

时，也不失平常心。他说，他经历市场二十多

年，从不参与坐庄，始终保持一个散户的本

色。在杨怀定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投机者到

投资者的蜕变，也可以看到个人投资者冷静

和理性的一面。

如今，中国证券市场风风雨雨已三十余

载，依然充斥浮躁的投机气息，部分投资者仍

存有想赚快钱，喜欢追涨杀跌的习性，结局

是可以预料的。然而，杨怀定的经历值得每

一 个 投 资 者 思 考 。 就 如 他 在《要 做 股 市 赢

家》的序言中写道：“股市是没有围墙的社会

财经大学，只有留级和重读，永远没有毕业

生。”4

美，合乎良俗
才有力量

奔着问题解民忧
——“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之一

“杨百万”走了，他的话还在

□柴雨辰

最近一段时间，在桂林龙门大桥附近一处

凉粉摊点，一名打扮“清凉”、身材火辣的女子售

卖凉粉，被称为“凉粉西施”。小摊顾客络绎不

绝，其中绝大多数是男性，不少都是开着摩托

车、小汽车专程而至。但比起凉粉来，不少顾客

是为一睹“芳容”，拿起手机对着女子拍个不

停。甚至还有人以凉粉摊为背景，开起了直播，

对着镜头唱歌、热舞、说故事，给现场增添了一

番热闹景象。（见6月15日《桂林晚报》）
这件事情引起网络热议，有人批评说这是

“软色情营销”，“凉粉西施”的衣着打扮，比卖的

凉粉还要“清凉”，所以才让很多人趋之若鹜，非

要来一睹芳容。也有赞美的，说这给桂林又增添

了一道美丽风景。批评其软色情的，笔者还真看

不到其有色情成分，走大街上看，这时节穿着比

“凉粉西施”更“清凉”的人太多了，不就是穿了低

抹胸的裙子吗？说增添美丽风景，也算不上，由

于附近摆摊环境脏乱差，城管已经将那片摊点清

理规范了。

爱 美 之 心 ，人 皆 有 之 。 美 具 有 很 大 的 感

召 力 量 。 但 什 么 是 美 ，倒 是 个 可 探 讨 的 话

题。《智囊》上讲了这么个故事，女婿喝花酒，

朱元璋没法杀女婿，就要拿四个陪酒的歌女

开刀。歌女听从一个老胥吏的建议，不哭不

闹 ，不 惊 不 怖 ，打 扮 得 端 庄 美 丽 。 朱 元 璋 见

了，叹一声“我见犹怜，何况小奴”，不再说杀

人的事儿了。试想一下，如果几个歌女浓妆

艳抹，搔首弄姿，怕脑袋早就没有了。美要合

乎公序良俗，才能获得更多人认同，才能生发

更大的感召力量。

经过清理规范，不再占道经营，桂林那片小

摊点又营业了，“凉粉西施”低抹胸衣服不穿了，

穿了更适合于工作、保证不走光的衣服，生意并

没有因此减下来，还是一如既往的红火。这红

火除了因其自身的美丽之外，得体的衣着、优美

的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些年，自媒体催生的流行文化五彩纷呈，

带动的营销五花八门，但真正能走得长远的，还得

是合乎公序良俗的“美”，既有外在的美，也有内在

的心灵美。山东拉面哥长得不算好看，但平价的

拉面获赞无数，至今还是“网红”；前段时间“尬舞”

红了一阵子，可怪模怪样不合大众审美，被一些公

园拉了条幅拒绝。自媒体一心当“网红”的，就得

思考一下，自省一下，像桂林城管清理规范那样，

也得对自身来一次清理规范，在公序良俗中创新

美，才能添“粉”，才能红起来。2

据《法治日报》报道，民间自发形成的户外极限运动时常伴随危险，为此专家建议立法
明确有偿救援，规范“驴友”任性脚步。4 图/王成喜

□孟向东 杜福建

“我之所以把这么大的项目建在
桐柏，正是看中了家乡良好的营商环
境。县发改委、环保、自然资源、产业
集聚区、公安局等部门，一对一协调服
务，高效高质，让人感动。”6月 15日，
位于桐柏县产业集聚区内的河南双鑫
消防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告
诉笔者，“在一期工程投资 1.2亿元的
基础上，投资6000万元的二期工程预
计将在8月份投产。”

像河南双鑫消防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负责人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
企业家感受到桐柏县营商环境温煦的

“小气候”。近年来，桐柏县牢固树立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提高生产力”的理
念，把“环境带动”作为该县“四大战略”
之一，持续出台一批批惠企利民的创
新举措，抓实优化营商环境“一号工
程”，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健全制度让干部“下沉”服务成为
常态。创新工作机制。全县 40名县
处级领导干部分包联系县内重点企
业，解惑释疑，纾困解难。成立了纳税
招标采购和信用环境等 11个工作专
班，全县上下形成了纵横联动的工作
推进机制，聚焦“痛点”“堵点”“难点”
问题，推动营商环境全面改善。

建立“首席服务官”制度让企业享
受专属服务。桐柏县 40名县处级领
导干部、40家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分

别担任“首席服务官”，把80多家重点
企业作为联系服务对象，以“领导干部
领衔+工作专班支撑+责任单位负责+
首席服务官随时到达”的形式，对重点
项目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让企业
家少跑路，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发展上。

深化“放管服”改革便民利民得民
心。“以前来服务大厅办理汽车违章手
续要几个小时。现在真的很方便，用
不了半小时就办完了所有手续！”家住
桐柏县大同社区的张宇铭告诉笔者。

“窗口行业”是城市的“眼睛”，透
过“眼睛”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文明程
度。近年来，桐柏县频频推出便民举
措，深化“放管服”改革，“一网通办”前
提下“最多跑一次”成为现实。近两年，

共承接省、市政府下放管理层级行政
职权7项，向基层放权调整下放行政许
可事项 5项和其他类别行政职权及行
政处罚事项68项，打通减证便民、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梳理并公布
111个高频事项清单，精减300多份申
请材料，让群众办事更加便利；梳理发
布的1814项“颗粒化”政务服务事项全
部实现网上办理，全面实现“群众跑路”
到“信息跑路”的转变。积极推行“容缺
办理”“承诺制”，全面实施“只进一扇
门”服务，490余项承诺件实现了一窗
综合受理。设置“马上办”专区，1322
项政务服务已实现了“马上办”，800项
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省通办，公安、社
保、教育、医疗、民政、不动产、公积金等

领域369项民生事项，实现一张身份证
办理。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24小时自
助服务区，彻底实现全天候、365天不
打烊“一站式服务”。

良巢引得凤来栖。2020年，桐柏
县新发展市场主体4572家，其中新发
展企业 842户。通过优化营商“软环
境”，持续释放新动能，桐柏的经济社
会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据统计，
2020年，桐柏县各项经济指标增速明
显：全县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 2.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4%，高于全市
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6.3%，位居全市第2位；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3606
元，增长 6.2%，位居全市第 2位；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774元，增长
2%，增幅居全市第 1位。特别是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完成了 10.3亿元，比上
年增长 1.8%，在疫情冲击和减税降费
的大背景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连年
稳定保持在10亿元以上。

好风凭借力，风正一帆悬。南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桐柏县委书记
莫中厚告诉笔者：“优化营商环境就是
提升核心竞争力，我们将一如既往地
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瞄准重点发力
方向，拿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决心
和勇气，强改革、抓整顿、促提升，以更
加优良的营商环境为桐柏高质量发展
增动力、强保障，真正实现以‘软实力’
提升‘硬实力’！”

“软实力”提升“硬实力”
——看桐柏县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炎炎夏日“送清凉”丝丝关爱“暖人心”
进入 2021 年 6 月，面对高温天

气，洛阳市老城区总工会正式拉开了
夏季送清凉的序幕，始终把职工的身
心健康放在第一位，积极采取措施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在炎炎夏日为职工
送上一丝清凉，并对炎热高温下坚守
岗位的职工表示慰问和感谢。为切
实做好职工夏季户外防暑降温工作，
关爱一线职工的健康安全，6月 7日，
老城区总工会为翠云峰医院购买了

矿泉水、茶叶、西瓜等防暑降温食品，
来到医院为坚守岗位的医生、护士及
时送上凉爽，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
翠云峰医院是该区新建的三级医院，
为洛阳市道北区域发展、满足群众就
医需求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夏送清
凉”活动一直是区总工会组织维护职
工权益、关心职工的一项经常性工
作，发放防暑降温用品常态化，不仅
为酷暑隐患做好防范工作，更体现了

党和政府对广大职工的关怀，鼓舞了
全区干部职工的干劲，形成了工会关
爱职工、职工热爱工会的良好氛围。
该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房
艺恒说道，眼下正是高温季节，一线
职工的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大，
对施工单位提出要求的同时，要多关
心职工的诉求，合理安排作业时间，
落实好防暑降温措施，保障职工的身
体健康。 （吴恒）

以廉政警示教育构建清廉检察
2020年以来，项城市人民检察院

以以案促改为抓手，不断创新廉政教育
方式、丰富廉政教育内容、打造警示教育
阵地，廉政文化长廊，提高干警廉洁从
检、拒腐防变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觉，构
建了氛围更浓、效果更佳的廉政文化教
育体系。注重方式创新。以以案促改
工作为载体，挖掘本地本单位违纪违法
典型事例，结合政法系统英模事迹，让党
员干警直观感受腐败典型的惨痛教训

和先进英模的感人事迹。搭建多媒体
教育平台，将典型违纪违法案例通过教
育平台向全体检察干警进行宣传教育。
注重氛围营造。采取打造廉政文化长
廊、设立廉政文化专栏、电子屏幕上发布
廉政警语等方式，打造廉政文化硬环境；
采取廉政教育主题月、家庭助廉、廉政读
书，组织干警到警示教育中心和廉政文
化长廊开展现场教育等活动。注重双
向反馈。在向干警进行廉政警示教育

的基础上，派驻纪检监察组与检务督察
部门合力开展廉政知识测试、廉政征文、
演讲等活动，对干警进行潜移默化的教
育。注重制度促廉。警示教育中心的
展墙上，对以案促改查找出的理想信念、
遵规守纪、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全部挂图展示，通过建章立制、建立整改
台账、制定整改任务分解方案、明确责任
领导等措施，逐项进行整改落实。

（栾永杰 张震宇）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
部分，小微企业在繁荣市场、稳定就
业、改善民生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
作用。新乡县税务局积极开展“春
雨润苗”专项行动，释放政策红利，
激发小微企业市场主体活力。

近日，新乡县税务局工作人员
来到小冀镇石磨烩面馆，开展上门
政策宣传督导。提起税务部门多年
来的帮扶，该烩面馆负责人吴顺胜
连连称赞：“税务部门总是第一时间
送来税收优惠政策和热心贴心的服
务，特别是去年受疫情的影响，正当
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经过税务部门
辅导，我及时享受到减免税费 1.36
万元，大大缓解了资金压力。”

有着同样满满幸福感和获得感

的还有新乡县银鸽机械有限公司办
税员刘世玉。前不久，在新乡县税
务局开展“问需求 解难题 办实事”
活动的电话回访中，了解到该公司
流动资金短缺、新项目停滞的困境，
向他讲解了“银税互动”相关政策，
并电话辅导他通过河南电子税务局
在线申请办理贷款，该公司顺利从
相关银行获得了100万元的贷款，解
了燃眉之急。

新乡县税务局自开展“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以来，通过上门走访、
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倾听小微企业
的需求，提升办税服务水平，持续在
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方面加力，助力小微企业轻装前
行。 （王先民）

新乡县税务局

税收政策送春风 小微企业润春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轩辕湖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2U241010100
许可证流水号：00701597
批准成立日期：1981年 1月 1日
机构地址：新郑市中心城区创业路北侧、规划路
西侧、世基城市广场B座综合楼 1单元 1层 109
号、110号、111号、112号
负责人：时云峰 电话：0371-62692116
发证日期：2021年 6月 7日
业务范围：人民币业务：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
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同业拆借；提供信用
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提供保管箱服务；经
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金融业务。外汇业务：外汇
存款；外汇贷款；外币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
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代理保险业
务；代理基金业务；办理“金钥匙本利丰”、黄金等人
民币理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河南爱克汽车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

务中央公园2号1号楼31层 3111号
业务范围：在河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查勘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210262000000800
许可证流水号：0122676
负责人：沈军 联系电话：17729765968
成立日期：2016年 4月 11日
发证日期：2021年 5月 27日

河南安和泰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4月 13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老 107国
道与十八里河绕城高速口东南角河南中都新能
源汽车城综合办公楼1楼107号
机构编码:210025000000800
业务范围：在河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
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
失查勘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许可证流水号：0122678
负责人：郭慧敏 联系电话：0371-60995510
发证日期：2021年 5月 27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

得《经营金融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近日，自全省安全生产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南阳市注重
责任引领，紧盯重点环节，狠抓隐患
治理，扎实推进重点领域专项整治，
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南阳市党政领导认真落实“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深入企业暗访
检查，与企业管理人员座谈调研，着
力解决安全生产方面的突出问题。
仅 6月份以来，市长霍好胜、常务副
市长薄学斌就带领专项整治工作专
班，集体学习《生命重于泰山》专题
片，组织开展应急管理与突发事件
处置专题培训，深入尾矿库、大型水
库、危化生产企业、重点建设项目等
16个单位，检查调研企业安全生产、
风险源管控、员工安全操作规范等
情况，并进入矿井实地察看矿井内

部安全管理情况，聚焦重点领域和
薄弱环节，推进化解困扰安全生产
的恶症顽疾。

同时，南阳市通过党政领导带
头落实责任，强化清单式任务管理
和挂图作战工作机制，按责任落实、
按清单落实、按任务落实，扣紧责任
链条；坚持不懈开展“拉网式”和“常
态化”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实行

“清单式”和“闭环式”管理，推动问
题隐患和制度缺陷“动态清零”，确
保风险隐患应查必查，及时治理管
控到位；创新开展“5·12”全国防灾
减灾日、“全国安全生产月”等主题
宣传活动，打牢安全生产群众基础，
全力助推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有效遏制了较大以上生产安全
事故发生。 （王博）

南阳市落实安全责任推进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