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县行政服务中心到村党群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都把办
事群众看成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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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我为群众办实事

赶考路
走上新的

本报讯（记者 刘勰）12 月 7日，
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
体（扩大）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曲孝丽主持会议并讲话。她指出，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特别是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
求，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要时刻牢记共产党“是
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把严
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把自我革命
进行到底，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

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始终成为坚
强领导核心。要时刻牢记共产党“举
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一根本问题，坚
持党的领导，把“两个确立”转化为做
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强化理论武装，坚守理想信
念；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以
坚定的“四个自信”确保红色江山永
固。要时刻牢记共产党“为谁执政、为
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一根本问题，察
民情、解民忧、护民利，聚焦群众所思
所盼所愿，做到执纪执法为民、纠风治
乱为民，以强烈的宗旨意识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省纪委监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
员作了交流发言。③7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7
日，省委常委、省军区少将政委徐元
鸿到省人防办调研。

徐元鸿实地查看了省人防机动
指挥所、战备值班室、应急指挥中心
等场所，详细了解全省人民防空发展
状况。

徐元鸿强调，军地双方要强化目
标意识，将奋力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贯穿日常，前瞻思考、提前谋划、
主动作为，以高度的使命感和紧迫
感，协同做好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工
作。他指出，要理解把握“人民防空”

“全民国防”深刻内涵，深化军地协
作，发动广大群众，凝聚人民力量，增
强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全民国防意

识，确保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在基层末
端落实；要深化运用“党管武装”这一
法宝，纵深推进国防后备力量建设，
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动员同频共振；
要坚持战斗力标准，聚焦能打仗、打
胜仗，积极主动、先行先试，完善国防
动员军地协调联动机制，贯通高效对
接链路，以省级带动市、县三级联动，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融入国防动员
体制改革大局。

徐元鸿要求，全省人防系统要深
入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自觉锚定“两个确保”，有效履行“战
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职能使
命，结合实际、找准坐标、加压奋进，
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③5

本报讯（记者 李点）12 月 7日，
省政协举行“新时代发挥港澳政协委
员‘双重积极作用’”专题宣讲会。

会议以视频连线形式进行，省政
协副主席张亚忠围绕主题，从新时代
港澳委员发挥“双重积极作用”的重
要意义、主要职责和港澳委员要紧紧
围绕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提高履职
能力等方面开展专题宣讲。港澳地
区省政协委员和部分海外侨胞代表
参加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精神，省政协委员施荣怡、马志成、刘
洋和海外侨胞代表孙凯作交流发
言。与会同志表示，要进一步加强思
想政治引领，强化委员责任担当，真
正服务国家所需，融入全省发展大
局。

张亚忠对省政协港澳委员发挥
“双重积极作用”、助力豫港澳合作交
流给予充分肯定，勉励港澳委员不断
提升履职能力，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
用，在服务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深化豫港澳交流合作中展现新作
为、作出新贡献。③6

□本报记者 龚砚庆
本报通讯员 李宇翔

“‘办不成事’窗口运行以来，共受
理企业、群众反映问题14件，办理完成
14 件。其中，属于受理范围内的 13
件、受理范围外的 1件，反映人满意率
达100%。”12月 6日，兰考县行政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 6月，在原有办事窗口之外，
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在政务服务大厅
增设了“办不成事”窗口，专门聚焦群
众关注度高、反映强烈的问题，为办事
不顺利、结果不理想的企业、群众提供
有效的兜底服务，用心为群众解决办
事过程中存在的“疑难杂症”，让群众
来这里更好办事。

该政务服务大厅成立于2003年 4
月，是全县 87万群众办事最集中的场
所，在政府与群众间架起了一道桥
梁。2013年，该县整合县长热线、行风
热线、组工快线等，设立“焦裕禄民心
热线”，使热线成为集电话、微博、电子
邮箱、来信来访等功能于一体的畅通
民意通道。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到此视
察。牢记嘱托，兰考县委县政府紧扣

“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改革这条主线，
打造了党建引领、改革创新、标准管理
和文明服务的政务服务环境，进一步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构
建了县乡村三级便民服务体系，建设
了政务服务大厅、大数据中心、网上政
务服务平台“三位一体”改革体系，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政务服务改革“兰考
方案”。

“目前政务服务大厅共入驻 52家

单位、269个窗口，可办2269项审批服
务事项。今年上半年办件量就达37万
余件，群众满意度达 99%，办结率达
98%。”该负责人介绍。

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兰考
县对标焦裕禄精神，对政务服务大厅
进行高质量高标准打造，先后获得“省
级标准化示范点”“国家级标准化示范
点”“河南省服务标准化示范单位”等
荣誉。同时，将服务向下延伸，建成了

以行政服务中心为龙头、16个乡镇（街
道）党政综合服务中心为主体、463个
村党群服务中心为补充的三级便民服
务体系，并结合我省“一网通办”前提
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对三级便民服务
体系进行优化提升，实现了基层政务
服务全方位、无死角覆盖。

如今，牢记总书记嘱托，从县行政
服务中心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都把办事群众看成亲人。他们还借鉴
焦裕禄在兰考提出的干部十不准和四
面红旗好经验、好传统，制定出台了《兰
考县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十不
准》和《兰考县行政服务中心四面红旗
评比办法》，定期评选党员示范红旗岗、
最美笑脸红旗岗、群众满意红旗窗口、
最佳首席代表，并结合窗口绩效考核和
政务服务“好差评”评价数据，调动工作
人员积极性，激发工作人员干事创业的
活力，让群众办事舒心、开心。③9

□本报记者 何可
本报通讯员 席旭红

12月 7日上午，巩义市新中镇温堂
村一组村民张钰奇，正在给装修的师傅
递送着材料。望着厨房内干净的地面，
洁白的墙壁，整齐的顶棚扣板，张钰奇
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次灾后房屋重
建，不但改变了他家过去的破败景象，
更提振了他今后努力工作的信心。

张钰奇一家 5口原来居住在一个
土墙灰瓦的院落，“7·20”暴雨损毁了
他家的房屋。“我真没想到这么快能拿
到新房钥匙，这不，俺家这地板快铺好
了，年前肯定就住上新房了！”张钰奇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农村住房改造和灾后重建中，

巩义市坚决落实省、郑州市工作部署，
把农房灾后重建作为当前工作的“一
号工程”和“民心工程”，在保证质量的
基础上，真正突出了一个“快”字。目
前，7307 户房屋修缮加固已 100%竣
工；分散安置中，涉及原址重建的 532
户农房已全部开工；集中安置共确定
49个项目，涉及 13个镇（街道），已全
部开工。

为加速受灾群众回迁安置，巩义市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利用现房集中安
置，新中镇利用存量保障房370套安置
受灾群众，已安置群众72户；盘活问题

楼盘安置，大峪沟镇盘活河大煤业问题
楼盘252套住房安置受灾群众，目前正
在实施整治提升工程；挖潜在建房源安
置，米河镇利用镇区安置区一期在建工
程，在保障原拆迁户住房的基础上，千
方百计腾出200套住房安置受灾群众。

针对暂时有困难的群众，巩义市
协调金融机构，定制额度 5 万元以
内、1 年期、纯信用发放、楼房竣工交
付使用前政府贴息的“重建贷”，以及
额度 20 万元、10 年期、低利率的“安
置贷”，减轻群众购房资金压力。对
于集中楼房安置的，拆除危房后，可

继续保留宅基地资格权，或将宅基地
交村集体使用、享受入股分红。及时
发放过渡期救助金，开展“暖心过冬”
专项行动，解决好衣食住暖等方面问
题，让受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

严把新建住房质量关，巩义市优
选实力强、资质高、资金足、业绩好、
口碑佳的企业参与灾后重建。组建工
程质量监督组，全过程把控重建项目
质量安全。严把资金安全关，纪检、财
政、审计等部门全程参与补助对象确
认、资金下拨、工程建设、竣工验收等
环节，全流程监管救灾资金的安全使
用。严把安置房价格关，在保证质量
安全的前提下，尽量控制成本，让群众
住上经济房、安全房、舒心房。③6

坚持自我革命
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军地协同 聚焦目标 主动作为
高标准推进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工作

发挥好港澳政协委员“双重积极作用”

兰考 政务改革让群众更好办事

“年前肯定就住上新房了！”

本报讯（记者 高长岭）12 月 7
日，省政府召开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
山安全整治三年行动专班会议，听取
今年任务完成情况，安排部署明年重
点工作。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在听
取省安委办和专班有关单位工作汇
报后，武国定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
识，强力推进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武国定强调，今年是专项整治的
关键一年，要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
务。要对标达标，按照问题隐患和制

度措施“两个清单”，来一次回头看，
查漏补缺，确保当年任务当年完成；
要突出重点，抓住薄弱环节，集中解
决一批难点堵点问题，提升安全水
平；要履职尽责，形成工作合力，省安
委办要加强统筹，部门之间要密切配
合。

会议还对当前的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安排部署。武国定指出，临
近年末岁尾，要做好冬季安全防范，
紧盯问题隐患整改，深入开展烟花
爆竹“打非”工作，持续推进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
生。③6

全力做好危险化学品和非煤矿山安全整治

红火的日子红火的日子

12月7日，襄城县双庙乡辣椒收购站正在收储辣椒。该乡采取“农户+公司”的模式，稳定种植规模，保障农民和公司利益。⑨6 吕超峰 刘喜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