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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社会视点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李均友

“入股这事儿，村民很关注。走访群众
时，不少人反映，2 万元一股，门槛太高。
如果把金额降下来，会吸引更多村民入股，
让更多群众享受政策红利。”

8月初，灵宝市尹庄镇前店村党支部、
村委会专题研究香菇产业设施大棚建设项
目吸收群众入股问题，在听取村廉情监督
员高景超的建议后，最终敲定入股金额每
股为2000元。

为守护好民生项目，积极为兴村富民
建言献策，灵宝市作为三门峡市廉情监督
试点，积极发挥村廉情监督员作用，探索村
级廉情监督工作方法，努力破解基层监督
弱化难题。像前店村这样，灵宝市 376个
行政村（居委会）共有 1028名廉情监督员

“吹哨”上岗，对村级小微权力规范运行进
行监督。

村村有人来“问政”

据介绍，当前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和作风问题，仍是基层治理的难点。个别
村“三资”管理、“四议两公开”制度规定未
规范落实，村务信息公开群众看不懂，存在
监管漏洞和盲区，损害集体利益和广大群
众的知情权。

本着预防在前、发挥基层岗哨监督作
用、加强对村级组织规范运行管理监督的
初衷，2022年 3月，灵宝市纪委监委、各乡

镇纪委通过资格审查，在每村聘请 3名作
风正派、办事公道的村民担任廉情监督员，
明确履职要求、工作流程、任务清单和监督
事项。廉情监督员对村里党务村务享有知
情权、质询权、审核权、建议权、监督权，通
过列席会议、收集意见、化解矛盾、监督检
查等依法履职。

“党和国家的事业根基在基层，党的工
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如何使硬
招、出重拳，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强化基层
治理，将从严治党的最后一公里延伸到基
层，是我们需要持续做好的功课。”灵宝市
委书记张志刚说。

“孟书记，给你反映个事，我们把村集
体合同审核了一遍，发现咱村跟面粉厂签
的合同已经到期。得按照‘四议两公开’程
序尽快重新签订合同，免得给集体造成经
济损失。”“你的提醒很及时，咱马上就落
实。”

5月初，面对廉情监督员孟文革的建
议，尹庄镇浊峪村党支部书记孟凡银立即
召开村干部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很快解
决了问题。

精准监督佑民利

浊峪村廉情监督员之所以精准发现问
题，是因为有了村集体家底明白账。为了
便于廉情监督的开展，今年4月初，灵宝市
选定 13个集体资金、资源、资产体量大的
村进行集体经济清产核资。

市纪委监委、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审
计局组成专项工作组，用时 1 个月，核定
6608处集体资产，共计 1724万元，较清查
前核增 140 多万元；清查 77 类集体资源
3913.74亩，较清查前核增 1200余亩。清
产核资结束后，工作组专门指导廉情监督
员就如何围绕集体合同签订开展专项监督
培训。目前 13个村共审定集体合同 20余
份，发现并整改问题30余个。

集体“三资”关乎群众利益，是开展廉
情监督的重要一环，通过监督守护好村集
体经济这块“大蛋糕”，把真管真治、严管严
治的做法传导到了基层。

“村里办这个合作社，产业有前景，村
民都看好，有廉情监督员把关，合作社经营
会更规范，大家感觉自己入股的钱有着落，
心里踏实。”焦村镇罗家村群众说。

近年来，罗家村大力发展矮砧苹果、生
态养猪养牛，成立了弘农沃土专业合作社，
所得收益全部分红给股民。眼下，合作社
已先后 3次举办股民分红大会，累计分红
80余万元。由于收支数额大，资金安全、
用钱合规、发放合理是群众最关心的事。
廉情监督员聚焦资金运行、收益、分红，监
督钱花得是否合规、程序是否到位，发现问
题及时提出意见并督促整改，为村集体和
村民把好了用钱关。

“近几年，村集体和群众收入越来越
多。廉情监督员成了群众监督的代言人。
现在村里所有收支都有人监督，群众也更
信任村干部了。”村党支部书记王登波说。

公开公正得民心

据了解，至目前，灵宝市廉情监督员结
合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建设、财
务收支等事项，累计开展监督 2000余次，
发现400余个问题并督促整改。

“前些天，一场暴雨，村里供水罐倒塌
了，这次修理，施工钩机作业 5小时，地基
用工5人 3天，共花费1850元……”焦村镇
贝子原村及时向党员、群众代表“晾晒”开
支，实行“线下线上”同时公开村务的举措，
受到群众的欢迎。

村廉情监督员强竹叶说：“村里每月都
将收入、支出及工程项目类费用张贴在村公
示栏上。群众向我反映，在外务工的看不到
公示栏上的财务收支情况，我把意见反映给
村里。村里商议后决定线下线上同时‘晒支
出’，将‘晒账’现场搬到村民微信群，让在外
的群众也能及时了解村里的大事小情。”

每月25日，西阎乡常阎村的公开“唱账”
都会如期举行，村委会一一公布本月收支情
况，廉情监督员和党员、群众代表可就支出
中存疑的地方质询，要求解释说明。公开

“唱账”“晒收支”，“唱”出了信任，“晒”出了廉
洁。这一做法已经在许多村庄得到推广。

“村级廉情监督工作目前处于探索阶
段，应该赋予村级廉情监督以恒久的生命
力，实现‘为群众监督’到‘由群众监督’的转
变，让监督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灵宝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星说。7

让村民“问政”成常态
——灵宝市村级廉情监督工作调查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吴凤伟 张鹏飞

8月 8日上午，农民工代表徐老包、杨小白来到武陟县人
民检察院，将一面写着“办利民之事，怀爱民之心”的锦旗送到
工作人员手中。

事情得从5月24日说起。这天，徐老包等16名农民工来
到武陟县人民检察院，反映工程项目拖欠工资、多次讨薪未果
的情况。

接到控告后，该院第四检察部民事检察办案组迅速开展
调查。经调查，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农民工之间，由于诸多
原因一直未完成工资支付，且包工头一直不出面解决工人工
资问题，导致工人工资长期拖欠。

为帮助徐老包等农民工追回工资，检察官按照农民工讨
薪快速处置、协调优先的工作原则，一方面积极展开调查核
实，一方面积极联系总承包方就拖欠工资一事沟通协调，释法
说理，告知其负有清偿农民工工资的主体责任。

经多次努力，检察官最终收集、固定了承包方拖欠工资事
实的关键证据。6月2日，徐老包等16名农民工向武陟县人民
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日武陟县人民检察院就作出了民事支持
起诉决定。随后经检察官多次电话和现场调解，最终承包方与
徐老包等人达成一致，徐老包等人很快收到了拖欠的工资。

近年来，武陟县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民事检察监督职能，
主动加强与人社部门的配合，通过向法院提出支持起诉的方
式帮助农民工依法讨薪，解决农民工的急难愁盼问题，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7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安琦

“真的太感谢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了，为我忙前忙
后！”8月11日，说起前几天在便民服务中心受到的暖心服务，
郑东新区圃田乡年逾八十的张满仓大爷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近日，张大爷因咨询社保业务，独自一人去到圃田乡便民
服务中心。看到一位老大爷走进来，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主动上前服务，快速办理了相关业务。

圃田乡便民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辖区不少老人出
门办事不方便，智能手机用得也不顺溜，便民服务中心大厅专
门开设了老年人爱心窗口，配备爱心服务专员、爱心专座等。
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服务中心设立“无健康码通
道”，解除了他们的困扰。对行动不便且有需求的老年人，提
供上门帮办、代办等服务。

“现在的便民服务真是太贴心了，特别是我们这些腿脚不
方便的老年人在家就能办事，太方便了。”圃田乡圃田社区王
广瑞大爷腿有残疾，儿子又在外务工，7月中旬有件事要去便
民服务中心办理，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知道后，上门为其办
理了业务。

“关爱老年人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老年人群
体，我们以服务方式‘零投诉’、服务过程‘零障碍’、服务事项

‘零积压’的‘三零’贴心服务模式，打通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圃田乡负责人刘译畅说，“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服务意
识，常态化开展特色服务，让群众好办事，为群众办好事，努力
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7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程贺

近日，咨询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后，不少群众通过河南网
上问政新平台——顶端新闻“我想@领导”，对相关部门表达
感谢。

● 城市书房无法预约，转办当日得到详细回复

“郑州主城区的城市书房都可以在‘郑州文旅云’公众号
上预约，航空港区的几个城市书房却找不到预约方式。”8月 1
日晚，郑州市民邱女士通过平台留言，询问航空港区城市书房
是否还在开放？

接到留言后，平台记者立即与郑州航空港区党群工作部
取得联系。

当天，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局回复，
书房因夏季降雨受灾正在进行闭馆整修。为避免群众跑空，
各馆预约功能暂时从“郑州文旅云”平台下架，预计本月全部
书房将恢复线下开放并上线“郑州文旅云”预约功能。

● 车位只卖不租无法停车，反映后立即制定解决方案

8月 2日，许昌一群众通过平台反映，许昌中南金玉堂小
区物业禁止未购买车位的车辆进入地下车库，未制定租赁方
案就开始推行只卖不租的物业管理政策。

接到留言后，记者立即与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环保局联系。

“车位租赁办法最迟于 8月 10日对外公布，确保车位能
够进行出租使用。”经与开发商、物业共同协商，8月 3日许昌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环保局回复了具体方案。

8月 3日起至 8月 14日 24时，中南金玉堂项目车库进出
不受限制；为充分考虑业主租赁车位办理时间，从 2022年 8
月 15日起，针对未购买、未租赁的车辆限制车库进出（特殊情
况除外）。

● 对公账户无法办理，反映后已办理完毕

8月 1日，南阳市西峡县刘占军向平台反映，“我是西峡县
军丽家庭农场的经营者，近期在田关镇农商行办理对公账户
遇到问题，急需解决”。

据了解，刘占军因农场营业执照名称、地址等原因无法办
理对公账户，农场的生产经营受到影响，心里非常焦急。

接到群众留言后，平台记者立即与南阳市委宣传部、西峡
县委宣传部取得联系。

“我行已与田关镇市场监管所、当事人
沟通，并协调西峡县田关镇市场监管所对营
业执照进行重新登记，更新相关信息。”8月4
日，河南西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回复，针对经营地争议，已联系当事
人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提交中国人民银行
西峡县支行，帮其办理对公账户。7

□本报记者 翁韬 本报通讯员 李向平

“双减”后的第一个完整的暑假，平
顶山市湛河区中小学纷纷推出各具特色
的暑假作业，让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更
宽，视野更广，假期有更多精彩与收获。

“我想做的三件事：为爸爸做一次早
餐，跟妈妈学购物，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锦绣小学四年级学生刘育彤在
自己制作的“假日清单”上这样写道。

“二年级的作业是‘我是全能小学
生’，三年级的作业是‘我是大管家’，每
个年级的作业都不一样，是年级组长带
领老师们商讨出来的。”锦绣小学副校长
安慧晓介绍，暑假作业主要以体验生活
为主。

《大闹天宫》《小鬼当家》《宝葫芦的
秘密》……实验小学布置的一项作业是
看影视片，让孩子们从中汲取养分，进行
审美启蒙；轻工路小学鼓励学生们参与

“职业体验一日行”主题活动，跟随家庭
成员体验一日的工作，记录各行各业的
劳动情景；南环路小学鼓励学生了解气
象知识，探索“天气奥秘”，争当“环保卫
士”。

曹镇中学等4所寄宿制中学健身作
业成标配，给父母洗一次衣服、给家人做
一道佳肴……力所能及的德育作业，促
进孩子们全面发展。

搭箭、瞄准、拉弓、松手……射中
了！八一前夕，平顶山市兴军国防教育
实践基地，湛河区东风路小学20余名身
穿迷彩服的小朋友在射箭体验中，一个
个兴高采烈。

这个暑假，越来越多的孩子投身于
趣味性十足的活动之中，度过一个快乐
假期。7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本报通讯员 苏韵棠

立秋过后的夏夜，凉风习习。西华县
艾岗乡艾岗村文化广场，腰鼓队员如期而
至。听到领队冯小争一声令下，20多名姐
妹迅速摆好队形，敲起了腰鼓，跳起了舞
蹈。类似这样的一幕，在艾岗乡其他各个
村文化广场，几乎每晚都在上演。

“现在农活儿不太忙，晚上出来兜兜
风。姐妹们聊聊天，敲敲腰鼓，既锻炼身
体，又放松心情。这几年，村里建了文化广
场，搭了舞台，装了太阳能灯，晚上很多村
民都会出门逛逛！”今年刚满 40岁的苏桥
村腰鼓队员安艳丽高兴地说。

艾岗乡位于西华、扶沟、鄢陵三县接壤
处。千百年来，铿锵喜庆的腰鼓，一直是当
地农村的文化符号。许多农家堂屋的醒目
处都悬挂有腰鼓，红红的腰鼓、多彩的鼓
槌，寄托了农家的许多期许和祝愿。

麦庄村“老腰鼓”邱烟，今年 80多岁，
尽管满头银发，可腰板挺得笔直：“俺这儿
村民多是明末从陕西迁来的，腰鼓也是那
时带过来的。我跟着俺娘学腰鼓，俺娘是
俺姥姥的‘徒弟’。腰鼓技艺就是这样传下
来的。”

省委宣传部驻半截楼村第一书记马本
胜说：“半截楼村老腰鼓队员樊春今年 84
岁，从小就喜爱腰鼓。10多年前，樊奶奶

的老伴和儿子相继去世，儿媳改嫁他乡，老
人独自抚养孙女，让孙女顺利读完高中。
2018年应节目组邀请，樊奶奶把腰鼓敲到
了河南电视台的演播大厅。”

“‘上至九十九，下到刚会走，背起腰
鼓就会扭。’目前，全乡 22 个村共有腰鼓
队 46 个，腰鼓队员 1000 多人。其中，半
截楼村新时代文化合作社、三岗革命根据
地红色记忆文化合作社，都拥有‘百人腰
鼓团’。”艾岗乡党委宣传委员郭海涛自豪
地说。

针对一些地方红白事大操大办等陈规
陋习，艾岗乡引导腰鼓队制定措施：对按照
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章程办事的，腰鼓

队全力支持，分文不取；对红白事大操大
办、索要天价彩礼的，即使主人高价聘请，
腰鼓队也拒绝上门。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全乡因此取消大操大办 200多起，节约
资金100多万元；抵制天价彩礼110多起，
节省 1800多万元。腰鼓队成了乡风文明
的播种机，移风易俗的宣传队。

今年 6月，艾岗乡被省文旅厅定为生
态旅游示范乡镇，陵头岗村、半截楼村被省
文旅厅评为乡村旅游特色村。“我们将进一
步弘扬腰鼓文化，传承乡音乡情，营造文明
新风，利用‘腰鼓走亲’‘腰鼓擂台赛’等形
式，努力把艾岗乡的腰鼓敲得更响。”艾岗
乡党委书记姚广峰说。7

这些群众诉求得到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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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东风路小学的孩子们在兴军
国防教育实践基地“发电报”。7

图② 锦绣小学三年级张碧婷同学
在爷爷家照料家禽。7

图③ 沁园小学的同学们在校外劳
动实践基地过暑假。7

本栏图片均为 李向平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ZB至 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的通知书 豫市管广登字（2019）001号 零售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