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群众的事儿当成自己的
事儿，解决一个又一个难
题，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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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进进奋奋
走进县城看发展走进县城看发展

□本报记者 郭歌 本报通讯员 李莎

6月 10日清晨，家住栾川县伊河北
路某小区的冯女士像往常一样早早起
床，到附近的伊河水系休闲区晨练。绿
树环绕、空气清新的环境，让晨练的人
心旷神怡。

“这里以前是一片杂草丛，垃圾遍
地，根本无处下脚，现在河道宽阔，两侧
都进行了硬化提升，我们也有地方休闲
锻炼了。”冯女士切身感受着家乡的可
喜变化。现在的伊河两岸，有绿树红
花、休闲步道、凉亭长廊，盛夏的傍晚，
水岸旁凉风习习，让人好不惬意。

栾川县伊河水系的提升，是栾川县
委、县政府贯彻落实“以水润城、以绿荫

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四篇文章的具
体体现，在满足防洪需求、保持河流生态
化的基础上坚持景观提升，将水系融入
到整个城市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中，扮靓
了县城，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指数。

生态环境的改善，是提高居民生活指
数的一项重要指标。水系的提升改造，正
是栾川建设宜居型城市、提升城市环境的
一个缩影。老旧小区改造，更是让百姓直
观感受到宜居型城市的具体体现。

“以前小区里地面破损严重，下雨
天到处是积水。电动车充电都是自己
从窗户里拉根线出来，生活很不方便，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家住城关镇金融
巷建行小区的住户赵振华口中的“不一
样”，是小区里新铺设的崭新透水砖，是

粉刷一新的墙面，是统一规划的电动车
充电桩……这些变化，正是他对老旧小
区提升改造的切身体会。

近年来，栾川以“文明城市创建、绿
色社会创建、老旧小区改造”为抓手，投
资7亿元，实施社区建设类项目6大项。
创建绿色社区8个，改造老旧小区85个，
改造背街小巷52条，改造老旧小区地上
地下各类管线约6万米，改造后的社区干
净整洁，功能完善，群众满意度颇高。

栾川县坚持以城市提质为支撑，以
城镇社区为单元，全力打造慢生活高品
质宜居城市。以“提升城市空间和风貌
管理”为导向，实施人行道提升、三线入
地、公园游园、河道治理等城市风貌提质
类项目，提升了城市“颜值”；以“治堵疏

堵”为突破，实施交通畅通类工程，基本
形成高速、国省道、县道与城区主干道互
联互通，城区主干道与次干道互联互通，
堵点改造治理成效明显；以“共享共治”
为关键，实施城市治理行动，提升了城市
内涵。同时实施青年安居乐业行动，建
设凤凰天街青年友好型街区、200套保
障性住房和200套青年人才公寓，提升
栾川对青年的承载力、亲和力、感召力。

通过城市提质工程建设，栾川县实
实在在为群众办了一批实事好事，让群
众直观地感受到了城市提质工程实施
以来的新变化，加快了山区小城向充满
活力、富有魅力、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
城市转型发展步伐，伊水栾山养生城的
美好愿景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③7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杨晓东）
6 月 8日至 10 日，副省长何金平先
后到驻马店、信阳调研指导稳经济
工作。

何金平一行深入驻马店市王守
义十三香集团、鹏辉绿色动力电池
产业园、恒兴仓储物流园、信阳钢铁
厂、杭萧钢构（信阳）绿色智能制造
基地、信阳明阳风电等地，详细了解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实地查看重点
项目建设，叮嘱当地政府部门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还到步行街、
大型商场和正在营业的小餐馆，了
解促消费工作开展情况。

何金平说，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
工作安排，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千方
百计保持经济稳定发展。要高效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尽快健
全防疫和生产双线嵌合运行机制，服
务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加快推动重点
项目建设；要持续开展“万人助万企”
活动，打通助企纾困政策落实的“末
梢神经”和“毛细血管”，让企业充分享
受政策红利；要深入挖掘岗位资源，
做实做细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工作，引进高层次人才，切实加强科
技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③6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薛迎辉）
6月 9日至10日，副省长武国定到平
顶山市指导调研稳定经济运行工作。

武国定先后来到河南跃薪智能
机械有限公司、平煤股份十一矿等
地，实地查看重点项目建设和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并召开座谈会。武
国定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大
干六月、奋战六月，全力冲刺二季度

“双过半”。
武国定强调，要在政策落实上

下功夫，完善政策直达机制，切实增
强企业获得感；要在助企纾困上下

功夫，实施分类帮扶、精准施策，推
动工作落地见效；要在招商引资上
下功夫，围绕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商，
着力培育新增长点；要在项目建设
上下功夫，抢抓难得机遇，谋划实施
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在
安全发展上下功夫，加强风险排查
防范，守好安全底线；要在优化环境
上下功夫，坚持问题导向，补足短板
弱项，助推经济发展。

武国定还到郏县润浦牧业、瑞
宝红牛肉业和宝丰县伊利乳业、平
顶山优然牧业等地调研肉牛奶牛产
业发展工作。③5

□南乐县依禾农庄创始人 张邓云

我是一个扎根农业领域创业的

新农人。

1983年，我出生在南乐县一个普

通的农户家庭，小时候就爱动、闲不

住，更喜欢光着脚丫在土地上跑来跑

去。2008 年，我从兰州大学毕业后，

怀揣创业梦想，前往北京发展。2013

年，“家庭农场”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

里，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我看到这个信

息后，激动不已，就和朋友一起在北

京昌平租赁土地，创立了依禾农庄。

2017 年，老家人鼓励我回乡创

业，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愁。带着

团队回到南乐县流转土地兴建了新

的依禾农庄后，我们力推“一体两

翼”的运营模式。“一体”是以生态农

产品基地为代表的实体，负责生产

优质农产品，“两翼”是指以京东、阿

里为代表的传统电商平台以及以社

区拼购为代表的新零售模式。经过

努力，我们初步形成以依禾生鲜旗

舰 店 为 主 的 电 商 店 铺 矩 阵 。 2021

年，农产品营业额突破 7500万元。

这 10 年来，我们从一个基地几

个人，发展成 8 个基地两个运营中

心。团队壮大了，需要提高管理能

力，我先后取得了高级人力资源师、

农场经纪人和电子商务师等技能等

级资格证书。

这 10 年来，我们吃了苦但也尝

到了甜。我们用互联网技术来改造

农业，摸索出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

乡村创业经验，带动了更多乡亲投

身乡村振兴的互联网大世界。

我们是时代的宠儿，站在家乡的

肥沃土地上茁壮成长。家乡对我们

是重要的，我们也深爱着家乡。③7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整理）

□本报记者 陈小平

开封市鼓楼区新华街道南邻古城
墙，是典型的老城区。古城墙饱经沧
桑，千百年来默默注视着生活在它脚下
的人们。

从省住建厅过来“墩苗”，郭歌舞任
鼓楼区委副书记、新华街道党工委书记
7个多月了，不少群众一眼就能认出她
来。“来啦，多亏你，这路终于开修啦！”
夏天的一个清晨，记者和郭歌舞来到位
于城墙根儿的勤农后街，在这儿住了几
十年的石玉珍阿姨一见她便上前打招
呼。

这条街仅一车来宽，路面坑坑洼
洼。“这路都40多年了，一下雨就淹，还

常把人绊倒，早该修了。”郭歌舞走路带
风，说话似“连珠炮”，“可路太窄，大型
机械进不来。想修路，就得先拆违建。”

私搭的小屋、扩出的院墙、伸出的
门头，让这条住着 200 来户人家的街
更显拥挤。郭歌舞到任第四天起，就
一遍遍往这儿跑，协调将修路纳入改
造计划，组织人员挨家挨户听想法、做
工作……街上的大爷大妈都跟她成了

熟人。“修路是为我们，拆到哪儿都配
合。”大家的表态让郭歌舞放心又感
动。“拆违是难，可只要真正从群众利益
出发，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就没想象中
那么难。”郭歌舞说。

晌午，“爸妈食堂”正准备开饭。坐
在这儿，城墙根儿的美景就在眼前。扶
一把腿脚不利索的老人，问一句大家对
饭菜的意见……郭歌舞的细腻体贴让
老人们格外舒心。

辖区老旧房屋多，老年人也多，大
约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高龄、孤寡、
独居、残疾、失能老年人吃饭问题怎么
解决？单靠社区工作人员根本顾不过
来。

一次会议，让郭歌舞无意间发现
了“爸妈食堂”公益项目。她打电话
向项目负责人争取，将街道办事处位
置最好的一间门面房拿出来建“爸

妈食堂”助餐点，解决水、电等各种问
题……如今，首批 25位符合条件的老
人每天都能吃上可口的免费午餐。75
岁的韩玉凤老人感叹：“现在一出门就
是花园，还有人操心我们吃饭，日子都
过到福窝里了。”

“我们街道有个共识——‘有温
度，更幸福’。”郭歌舞告诉记者，辖区
正在开展的“圆梦微心愿”“幸福来敲
门”等活动，也都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更好地解决百姓“急难愁
盼”问题。她说：“把群众的事儿当成
自己的事儿，解决一
个又一个难题，很有
成就感。”

夏日骄阳照耀着
城墙根儿，照在人们的
笑脸上，一切都显得那
么明艳。③5 扫码看视频

和你一起
去墩苗

稳市场增信心
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大干六月奋力实现“双过半”
狠抓项目全力培育新动能

乡土肥沃，圆我电商梦想

城墙根儿的诉说

栾川：擦亮生态底色 打造宜居县城

6月 11日，游客在位于鄢陵县建业绿色基
地内的玉兰花星空营地游玩。该营地周末推
出房车“微度假”项目，通过举办房车露营、星
空电影和篝火晚会等活动，让游客乐享周末时
光。⑨4 牛书培 摄

周末微度假

□本报记者 刘婵

市委书记谋划安排，市领导牵头实
行“一星一专班”，县委书记任领导小组
组长，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共
同参与……省委部署开展“五星”支部
创建工作以来，各地迅速行动，与推进
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有机结
合起来，逐村逐社区对标研判，明确创
建目标，拿出创建举措。

截至目前，各省辖市和济源示范
区，各县（市、区）均已制定创建规划并
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全省计划创建农
村“五星”支部 573 个、“四星”支部
4043 个、“三星”支部 14497 个；计划
创建城市社区“五星”支部 93 个、“四
星 ”支 部 867 个 、“ 三 星 ”支 部 2064
个。同时，计划对 2055个村党支部进
行整顿，对其中 85 个村实行“成建制
派”。

深入基层动员 激发创建热情

“对照标准加油干，年底评比当示
范……”最近，武陟县大封镇老催庄村
党支部书记宋国庆编写的创建“五星”

支部“七字歌”火了，把全村党员群众的
干劲鼓了起来。

立足让村（社区）干部弄明白“为啥
创”“创什么”“怎么创”，各级组织部门
坚持线下线上相结合，通过召开座谈
会、专题辅导、巡回宣讲，发放明白纸、
口袋书，制作短视频、微动漫等多种形
式，深入宣传发动。

省委组织部派出 6个组全覆盖调
研指导，和县乡村干部面对面座谈交
流。焦作、安阳、济源开设“五星”支部
大讲堂，平顶山、南阳组建宣讲团巡回
到各乡镇（街道），汝南、清丰、淇县利用
主题党日组织党员学文件、议创建。

逐村精准研判 明确创建目标

6月 8日，原阳县大宾镇围绕争创
产业兴旺星，举行刘江庄村“一村一品”
发布仪式，继续做大做强“原阳大米”品

牌。
“创建‘五星’支部不在一乡一县争

高低，而是在全市全省论英雄，引导村
（社区）‘跳起来摘桃子’，制定切实可行
的创建规划。”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同
志介绍，实行村提出、乡研判、县统筹、
市审核、省备案，组织村（社区）党支部
认真盘家底、定目标，乡镇（街道）当好
参谋、搞好辅导，县里对各乡镇（街道）
上报规划进行综合比较、修订完善。

卢氏、方城、商水针对一些乡镇盲
目追求创“五星”数量的问题，指导乡镇
修改创建规划。各地普遍组织专门力
量，对县（市、区）创建规划逐一审核、逐
一过筛，及时发现和纠正个别地方创建
标准不高、措施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积极开展行动 落实创建举措

围绕推动“五星”支部创建，各地纷

纷出台措施，支持村（社区）发展产业、
整治环境、加强治理、优化服务、建强支
部。

滑县实行领导干部包建、部门结对
帮建、支部牵手共建、工作专班督建，鼓
励各村不比基础比变化、不比口号比干
劲、不比条件比发展。民权县北关镇王
公庄村成立画虎合作社，与县虎文化传
播公司合作开展“画虎创作+文化旅
游”，预计村集体经济年经营收益可达
50万元以上。

目前，全省“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
局良好、进展顺利。下一步，各级组织
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力度、支持力度，通
过实战实训、观摩交流、示范带动等，推
动村（社区）党支部提升创星能力、鼓足
创星干劲，以支部创星推动基层治理各
项任务落实落地，以基层治理成效检验
支部创星成果。③5

全省村（社区）踊跃参与“五星”支部创建——

党建有力 强基固本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12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经济运行和重
点项目建设调度会，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分析经济运行形势，通报“两稳
一保”督查和一揽子稳经济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动员各级、各部门大干
六月份，奋战“双过半”。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守刚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当前全省经
济触底回升、势头向好，各地、各部门
要清醒认识形势，坚定目标信心，下

“非常之功”、施“非常之策”，全力以
赴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孙守刚强调，要在政策直达快享
上下功夫，按照“快、直、准、实”要求，
推动政策找企、应享尽享。要在高效

统筹上下功夫，推动“四保”白名单全
覆盖，优化物流保畅和防疫措施，确
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要分行
业、分场景研究政策措施，加快推动
服务业恢复活力。要强化投资拉动，
推动签约项目加快前期、开工项目加
快进度，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要聚
焦重点群体，加强技能培训，扩大和
稳定就业。要抓实“三夏”工作，确保
夏粮丰收到手、秋粮播足管好。要加
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提前制定应对
措施。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切
实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省委常委、副省长费东斌主持会
议并讲话，要求扛稳责任、加强协同，
奋力实现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5

强化经济运行调度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全力以赴完成上半年目标任务

（上接第一版）
得益于洛阳市“揭榜挂帅”制

度，伊川县洛阳利尔功能材料有限
公司借助“帅才”，创新性地将Mg-
AlON 等非氧化物引入氧化物体
系，“使炉外精炼炉用耐火材料平均
使用寿命提高 30%以上，实现生产
过程的绿色化和智能化。”洛阳利尔
总经理刘雷说。

自今年起，洛阳市常态化开展
“揭榜挂帅”项目申报，每年可集中
申报 3至 4次。洛阳市财政科技经
费对“揭榜挂帅”项目按照项目研发
经费总额的 20%给予资金资助，对
于单个项目，市财政资助额度不超
过 500万元，对于事关全市发展、支
撑产业转型、具有重大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的项目，可给予重点支持。

同时，洛阳市着力打造“高能
级”创新平台矩阵，高标准规划建设
伊滨科技城和智慧岛；围绕构建产
学研一体化创新体系，高起点重塑
重构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产业研
究院、中试基地、孵化平台建设。
2021 年以来，全市新增创新平台
430个、累计达2380个，有效聚合了
各类创新资源。

统计显示，洛阳市新实施“电致变
色智能玻璃复合镀膜靶材制备技术
及产业化”等市级重大科技专项 28
项、“大熔量高品质超轻高强镁锂合
金制备技术及产业化”等“揭榜挂帅”
项目3项，投入财政资金8570万元，带
动企业投入6.6亿元，预计新增年收入
22.6亿元左右，有力支撑洛阳市显示
玻璃、新能源等风口产业发展。③8

把创新落到产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