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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我觉得议事代表会
很接地气，让我们能畅所欲言。我在此提出，楼院院墙的修砌问题
需及时处理……”近日，在安阳市北关区灯塔路街道办事处，该街
道第一届议事代表会议成功召开，议事代表姬海成说出了自己的
建议。

会上，53名议事代表围绕辖区内经济发展、项目建设、环境治
理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面对面交流，大家畅所欲言，纷纷提出意
见建议，小小的议事会，“议”出了不少民生幸福事。

今年 6月份，为创新探索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北关区人大常
委会启动建立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有关工作，在深入调研后，将灯
塔路街道作为试点，先行先试、探索推进。记者了解到，议事代
表由该街道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社会各界人士组
成，以辖区内各级人大代表为骨干，街道议事代表会议每年将召
开不少于 2次。

本次会议明确多项制度，确保常态化运行。专题议事制度，
即围绕辖区内经济发展、重点项目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情况，
确定议事主题；代表活动制度，即通过日常走访、结对联系群众
等，对街道内重点工作、热点问题进行实地调研，提出意见建议；
联系接访制度，即各议事代表每季度主动联系辖区内居民，并进
代表联络站接待选民或群众，分组定期开展接待并记录办理有
关情况。

灯塔路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春庆说，建立和推行街道议事代表
会议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次创新实践，打通了街道联系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让街道工作更具科学性、更贴近基层。8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通讯员 吕志国）“根
据上级部署，我们要向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发起凌厉攻势，坚决打赢

‘百日行动’这场硬仗！”8月 26日，在安阳市公安局北关分局治安
巡防大队，记者见到了正在跟同事布置任务的副大队长马志亮。

马志亮在部队经过十年历练后，走进了警营，至今参加公安工
作已 13年。跟老同志比起来，他警龄尚短，但这个年轻的警长在
侦查破案工作中却果断、干练。他认真执着、喜欢钻研，善于“抽丝
剥茧”，屡破大案、屡建战功。

扫黑除恶战场屡立战功。去年 8月，有一个看似简简单单的
打架警情，但根据多年办案经验，马志亮迅速察觉出异常，经过和
同事们的穷追不舍，一伙作恶多端的涉恶集团被成功摧毁，为社会
铲除了一大毒瘤。

洪灾暴雨中的抢险“主心骨”。去年7月，安阳市遭遇暴雨，安
阳河河水陡涨，道路一片汪洋，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安全。接到
救灾救援的命令后，马志亮迅速带着民警赶到安阳桥桥口，带领大
家冒雨疏导车辆，蹚水疏散群众，维护现场秩序，排查周边险情，为
桥口顺利封堵和桥面按时破拆创造了有序的外围空间。

从警以来，由马志亮主办的案件创下了无一错案、无一改判的
纪录。他先后获评“安阳市优秀人民警察”“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

“河南省扫黑除恶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并荣立个人三等功三
次。8

本报讯（记者 李旭兵 通讯员 霍文杰）邮储银行安阳分行扎
实开展走访企业活动，该行党委高度重视、周密安排，并制定活动
方案，为企业送知识、送政策、送产品、送服务，目前已走访对接企
业59户，把多种支持送给企业。

“多谢邮储银行上门服务，真是一场及时雨啊！”近日，滑县某
电缆公司负责人在电话中动情地说，该公司在邮储银行贷有一笔
300万元的抵押贷款。滑县支行行长走访该企业时得知，受疫情
影响，该企业无法筹措资金按时还款。了解情况后，该行当即安排
金融专员跟进对接，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仅用3天时间就为客户办
理了展期手续，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同样为资金发愁的还有汤阴县一家粮贸公司，粮食收购旺
季时，该公司急需 100万元资金采购货物，苦于没有合适的抵押
担保物，贷款迟迟没有到位。汤阴县支行行长在调研走访时，为
该企业推荐了线上“票 e贷”产品，仅用 1天时间就为企业发放了
贷款。

据了解，“行长进万企”活动开展以来，邮储银行安阳分行已累
计走访对接企业59户，对接融资需求2.47亿元，为44户企业授信
发放贷款 2.03亿元，对 13户企业反映的问题逐一制定了解决措
施，全部限时办结。8

连日来，安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积极开展实战大练兵活动，
贴近一线，以练促战，切实提高干警体能，增强实战本领。8
王纪科 摄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
之甜）登录微信小程序就可预订民宿，
房源类型、服务设施、当日价格等信息
一目了然，对服务不满意还可享受涉旅
投诉快速赔付……8月 15日，“红旗渠人
家”安阳精品民宿网络服务平台正式运
营。这是我省首个由地方政府监管的致
力于民宿升级提质的文旅综合服务平
台。

据了解，经粗算，安阳市现有民宿数
量超过 300家，其中林州太行大峡谷内就
有 200多家。此前，这些民宿大多分散经
营，各自为战，因管理品质差异导致运营
出现冷热不均现象。

为破解民宿“发展瓶颈”，安阳市依托
原有的安阳文旅公共服务中心平台基础，
推出“红旗渠人家”精品民宿网络服务平
台，根据民宿经营者个人意愿，将有意“加
盟”的民宿进行整合，统一管理、统筹调

配，旨在有效推动和促进安阳市民宿业特
色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

“纳入到平台的商家，将会统一标识、
统一宣传、统一服务、统一推介，甚至连布
草、房间设施都会打上统一的 logo。”安阳
文旅服务中心负责人杨钟顺介绍，对于不
少游客关心的维权问题，届时公安、消防、
市场监管等部门都将介入平台，对所有平
台内民宿的上线审批、运营评价、投诉管
理、快速赔付等情况进行实时有效监管，
维护民宿经营者和游客权益。

此外，该平台还是智能化营销、监管
“小工具”，围绕民宿管理、网上预订、分销
渠道等环节，帮助民宿经营者实现便捷化
运营、最大化宣传和科学化管理。

当天，安阳市民宿协会同时成立，一
家人归宿、淇心小筑、红旗渠苍溪四季等
21家民宿被认定为“红旗渠人家”安阳精
品民宿。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张佳婧

一个商贸企业，把濒临倒闭的千年酒
厂挽救于危难，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冰堂春
酒酿造技艺传承和保护起来，在其基础上
创立道口大曲品牌，成为豫酒振兴“新
军”。

一个农民，坚持每日读书且十几年不
间断，带动当地上千名企业家读书学习，
引领了勤学求知的好风气。

这个企业是河南百旺道口大曲酒业
有限公司，这个农民就是该企业负责人康
百旺。

8月 21日，在滑县道口大曲文化园，
记者见到了今年50岁的康百旺，他个头中
等，身材壮实，眼睛不大，闪着坚毅的光
芒。

他告诉记者，2014年，他组建了一个
微信群，邀请了几位志趣相投的企业家朋
友进群读书。他们把每本书按照页码分
解，每天定量读几页，不仅要发读书语音，
还要把感悟拍成视频分享。

“中年人重新拿起书本不容易，群里
多是县城内各行业出类拔萃的企业家，平
时比较忙……”作为最早入群的企业家代
表之一，滑县幸福小学校长张晓利回忆，
企业家们开始很难坚持，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后来群内制定规矩，缺一次罚款500
元，罚金用于群内购书、活动。

读书群有专门检查打卡内容的“学习
委员”，有负责考勤和巡视的“纪律委员”，
有收款“会计”，还有给成员提供接龙、拍
书服务的“小蜜蜂”。企业家由最初被群
规约束打卡，到养成习惯自主阅读，再到
真正从书中获益，最后发自肺腑爱上阅
读，复制经验从而带动各自家庭、员工一
起读书。

这几年，他们读过《毛泽东传》《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传习录》《孙子兵法》，也读过
《任正非传》“稻盛和夫系列丛书”……有的
学到管理经验，有的悟出人生道理，有的改
善家庭关系，有的生活更自律了。

通过“线上+线下”分享的形式，滑县
民营企业形成一个“阅读圈”，从以前“单
兵作战”变为“抱团发展”。他们定期组织

线下“找茬”活动，轮流到各个企业“挑毛
病”“出点子”，强力推动了滑县企业管理
走上现代化、规范化发展之路。

康百旺把自己定位为“酒匠”。走进
道口大曲文化园酿造车间，百余个发酵池
正在孕育着几万斤酒。“我们坚持纯手工
做粮食酒，出池、倒堆、上甑、出锅、翻醅、
加曲、入池等都是以人工操作为主。”他
说。

2004 年，原滑县冰堂春酒厂濒临倒
闭。他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接收老酒厂改
制。当时，酒厂 259名老工人工资保险没
有着落，生活无依靠。亲朋好友得知后纷
纷劝他，别接这个“烂摊子”。

可他坚决不退缩。2005年，“河南百
旺道口大曲酒业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
立。

接手后，康百旺就带着技术人员到五
粮液、茅台等名酒大厂学习，为了等酒厂
师傅，他们在对方厂门口常常一蹲就是两
天。回去之后就开始反复试验研究，在保
留传统酿造方法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特
别是酱香型酒，他们采用 12987 酿造工

艺，即一年时间，经两次投粮，九次蒸煮，
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再经五年以上窖藏，
才投放市面。

2012年，在滑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位于滑县产业集聚区的生态化酿
酒基地一期工程开工建设，占地 4万余平
方米。2015年，集酿造、餐饮、观光于一体
的道口大曲文化园落成，被评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

近年来，这家企业热心捐助公益事
业，每年为 10名贫困优秀学子每月提供
300元生活费，直至高中毕业；每年“重阳
节”为获得“十佳儿媳”称号的员工、家属
和高龄老人颁发现金、礼品；连年教师
节、建军节为滑县全体教师、军人免费赠
酒……被有关部门评为拥军先进单位、滑
县拥军合作企业、滑县尊师重教先进单
位等。

“我想做好两件事，一是用工匠精神
再造一个百年酒厂，二是带动更多人通过
读书受益终身……”康百旺笑着与记者作
别，并邀请我们下次再来时，一定要尝尝
他新酿造的好酒。8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 摄影报道

8 月 28 日晚，少年版
话剧《红旗渠》在林州市进
行首场报告演出。该话剧
以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为
主线，以全景式叙述方式，
重现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
的艰难历程，力求以今天的
视角，对红旗渠精神作出独
特诠释。话剧共分为11个
场次，总时长90分钟。

该话剧由林州市世纪
学校精心编排，是该校德
育校本课程的重要成果。
这部话剧中大多数道具为
老师们纯手工制作。参演
学生多达 227 名，小演员
们年龄最小的仅6岁，最大
的也只有 11岁。当晚，小
演员们演出非常投入，稚
嫩却有趣的表演，引来现
场观众阵阵掌声。8

□本报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最近一段时间，安阳大事喜事接
连不断。先是“红旗渠人家”安阳精
品民宿网络服务平台正式运营，整合
民宿资源，提升服务质量；再是安阳
市文体中心部分场馆对外正式开放，
当地市民有了高大上的体育文化场
馆；还有安阳相州窑复烧成功，填补
了相州窑文化传承的空白……

用实干促实绩，近年来，安阳干
部群众大力弘扬并践行红旗渠精
神。

红旗渠是一座不朽的丰碑，红
旗渠精神是一面永恒的旗帜。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
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是第一
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
大精神，已经成为安阳、河南乃至全
国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红旗渠精
神的发祥地，安阳干部群众以“誓把
河山重安排”的豪迈气概，力争在现
代化河南建设中创造新奇迹。

使命催征步履急。8 月 4 日，
安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动员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传
承弘扬红旗渠精神，强化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区
域中心强市，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这次会议提出，全市上下要以
更大力度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加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工作力度，
持续加大创新投入、壮大创新平台，
深入实施“洹泉涌流”人才集聚计
划，努力在全社会构建一流创新生
态；要进一步加快钢铁行业整合，推
动焦化产业链条向下游延伸，加快
培育有自主品牌、有核心竞争力的
纺织服装产业，不断提升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要坚持把发展先进制造
业作为根和魂，实施新兴产业跨越

发展工程，加快推进现有产业未来
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努力在新赛
道上跑出加速度；要努力在区域联
动中带动豫北航空经济协作区高水
平建设，加大招商引才工作力度，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着力打造区域协
同发展示范区。

8月 5日，安阳召开全市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大会，动员全市上下狠
抓营商环境系统重塑、层级跃升，打
响“安阳最安心”营商服务品牌。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安
阳在关键发展时期能否爬坡过坎
的关键。8月 11日，市委书记袁家
健、市长高永率市党政考察团赴鹤
壁市考察“取经”，深入当地数字经
济核心、智能制造、现代新兴服务
业三大主导产业的代表企业，学习
他们招引“头部企业”的秘诀。

夙兴夜寐，可安阳仍觉得不够。
8月 12 日，安阳市又马不停蹄

召开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体（扩大）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传承弘扬
红旗渠精神 强化创新驱动转型发
展 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
的实施意见》，再次明确奋斗方向，
吹响前进号角。

如今，当地干部已经形成一种
强烈共识：要大力弘扬红旗渠精神，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强市提
供坚强保障，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
勇于担当尽责，拿出当年修建红旗
渠的干劲、拼劲、闯劲，发扬优良作
风，聚焦重大项目落地、重点工作推
进、重要问题化解。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推进各项工
作开展，形成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
中心强市的强大力量。

战鼓声声催人急。
正埋头前进的安阳，摒弃一切

杂念，干字当头，倾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8

北关区议事会“议”出幸福事

从军旅硬汉到铁警卫士

邮储银行惠企纾困服务送上门

用实干践行红旗渠精神

古都安阳倾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滑县酒匠的“阅读经”

新闻1+1

变“各自为战”为“抱团发展”——

“红旗渠人家”精品民宿网络服务平台上线

话剧话剧《《红旗渠红旗渠》》少年版少年版
在林州成功首演在林州成功首演

林州市黄华镇止林州市黄华镇止方村春风里主题民宿方村春风里主题民宿。。88 李俊锋李俊锋 摄摄

本报讯（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阿娜）为推动安阳数字产
业化、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安阳全面转型高质量发展，8
月 24日，安阳市政府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移动”）签署 5G+数字化转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在安
阳成立中国移动郑州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首个分院。

近年来，安阳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对数字化转型战略
的部署要求，将数字化转型战略作为引领性、战略性工程，突出数
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全面深入推进政府、经济和社会数字化
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为推动安阳数字强市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果，河
南移动将聚焦安阳市重点行业领域，结合相关职能部门，积极探索

“5G+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智慧文旅数
字化，打造数字农业发展新模式，赋能智慧交通转型新应用，深化
数字赋能，带动安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8

安阳市政府与河南移动

深化地企合作 共建数字强市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