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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创建看怀川 拼搏竞进强发展

□贾洪海 张喜招

打造“平安驿站”品牌，推行“一站一
群一册一夜话”模式，获评全国信访工作
示范县（市、区）；

武王街道北孔庄村入选全国“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单位，春节前夕，北孔庄
“村晚”霸屏央视，全网流量达1000万人
次，全区形象和美誉度得到极大提升。

成绩的取得，得益于焦作市马村区
“五星”支部创建的深入开展。自“五星”
支部创建开展以来，马村区以“一单双联
三机制”为保障，以“区村围合”等载体创
新为动力，形成“各级联动，全力争星”的
工作格局，实现精准“谋星”、高标“创
星”、奋力“摘星”，推动创建工作见行见
效，促进基层治理走深走实，实现创建成
果为民惠民。

“一单双联三机制”
精准“谋星”夯基石

仲春时节，走进待王街道小王村，淳朴的民
风、干净的街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我们对照清单，找出了短板弱项，利用
‘1+N党员联户’‘有事找书记’‘民情联络员座
谈会’等载体活动，村里面貌变得更靓、基础设
施更完备、公共服务更便利。”待王街道小王村

“两委”干部说。
“五星”支部创建开展以来，马村区建立“一

单双联三机制”，坚持高位统筹，凝聚多方合力，
丰富活动抓手，不断推动创建工作抓实见效，确
保顺利创“五星”、争“五好”、夺“红旗”。

“一单”在手，创建更精准。该区本着“简单
明了、通俗易懂”的原则，量化“创星”指标、列出
硬任务、划出硬杠杠，统筹制定《马村区创星量
化指标清单》，指引各街道、村（社区）盯目标，强
优势、补短板，精准化开展创建。

“双联”搭台，创建更高效。各街道逐村（社
区）研判“创星”短板弱项，建立问题台账“点
单”，区直各责任单位对照资源清单“接单”办
理，实现街道、区直责任单位双联双向高效对
接，汇聚“创星”合力。

“三机制”联动，创建更高质。该区充分发
挥评比观摩、争先晋位、亮“星”示范机制的耦合
效应，推动全区“五星”支部创建高质量开展。
建立评比观摩机制，通过月评比、季观摩的形
式，对各街道创建进展情况进行评比排名，交流

总结经验、查找弱项短板、检验创建成效；建立
争先晋位机制，设置“创星”进步奖，筛选培育

“晋位星”，明确创建“预备队”，推动创建工作干
在实处、跑出速度、提质增效；建立亮“星”示范
机制，针对每个星级，各街道选定1—2个村（社
区）先行先试、打造示范、率先亮“星”。

“区村围合”辟新路
高标“创星”特色足

如何用“五星”支部创建的“绣花针”，穿起
基层治理“千条线”？

从“命题选材”到“构思谋篇”再到“具体抒
写”，马村区以“五星”支部创建为引领，从问题
处入手、难点处着力、瓶颈处突破，不断创新载
体。

“五星”支部创建以来，马村区创新实施“区
村围合”基层治理模式，对辖区所有村、社区主
要卡口安装前端智慧电子围栏，建设以“党建+
网格+物联网+大数据”为支撑的基层智慧治理
系统平台，筑牢卡口防线、数字防线和基层防
线，创新构建“三线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形
成“社会动态全掌握、公共服务无遗漏、社会管
理无缝隙”的新格局。

在马村区“区村围合”指挥中心，人车数据、
视频数据、公安业务系统等实现了多维度融合，
推动集成化分析、动态化预警和精准化处置。

安装智能门禁系统让居民安全感十足。而
有了“专属管家”的温情陪伴，辖区居民收获了
满满的幸福感。

“社区给俺发了智能手环，遇见啥事轻轻一
按，社区安排的专属‘红管家’就上门来了。”3
月 8日，家住九里山街道九里山社区的独居老
人李孝廉赞不绝口。

九里山街道结合辖区老年人占比高的特
点，在“区村围合”基础上，融入“智慧养老”体
系，为 50多户独居、大病的特殊群体安装智能
呼叫器、云眼卫士监控器，配发智能手环，实时
关注老人健康状况。

马村区还将居住地相对集中的居民按照
10户标准划分一个微网格，选聘楼长、老党员
等担任微网格员，科学建立“十联户”小单元，并
在微网格员家里或村（社区）综治中心建立“平
安驿站”，实行“一站一群一册一夜话”工作模
式，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创建成果惠民生
奋力“摘星”启新程

“云台·天河项目将对云台大道两侧环境进
行提升改造，咱们可以充分发挥交通优势，将沿
线两侧退化核桃林进行土地资源整合，为下一
步规模化种植铺好路。”“能不能结合我们村的
庙会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民宿经济，把土庙会打

造成网红打卡地？”……
3月 8日，在演马街道“月初干群连心会”

上，各村围绕云台·天河、白鹭湖智慧岛、生物
医药产业园三大重点项目如何带动乡村振兴
展开热烈讨论，对产业发展想办法、提建议。

结合主题党日活动，马村区大力开展“月初
干群连心会”，由街道科级干部主持，村社“两
委”干部述职、党员汇报、群众评议，通过党员示
范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到“五星”支部创建、基层
治理工作中来。

“正是有了‘一单双联三机制’、‘月初干群
连心会’、四类先锋村选树等实打实的措施，党
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越来越强、生态环境日
益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提升。”马村区相关负责人说。

党员动起来，支部强起来。实施“三行动一
建设”，通过头雁领航行动、“四好四强”行动、党
员先锋行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锤炼了
一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好班子。全区
237个基层党组织、8000余名党员、187支党员
先锋队奋战在项目建设、基层治理一线，成为服
务群众“主心骨”和发展“排头兵”。

产业旺起来，百姓富起来。通过深化农村
集体产权改革、“产学研用”联合协作、稳固建立

“双绑”机制等措施和途径，实施仓储加工、种养
加工一体化、小型农田水利等产业项目 33个，
打造了薄皮核桃、葡萄、中华寿桃等“一村一
品”，初步形成集粮食果蔬、特色种养加工、休闲
旅游业于一体的“党建+特色产业”“党建+合作
社”“党支部+项目”产业发展格局。2022年，村
集体经济在 50万元以上的达到 6个，其中超过
100万元的4个。

乡村美起来，生活好起来。全区64个村全部
完成绿化提升，331处空闲宅院实现“旧貌变新
颜”，完成41个村污水管网建设和36个村户厕改
造，人居环境由“一户美、一时美”到“一片美、持久
美”，实现“净绿亮美”，美丽乡村更加宜居。

“三零”创起来，安全防线筑起来。常态化
开展“三零”创建、“六防六促”专项行动，完善矛
盾隐患排查、预警制度，村（社区）“三零”创建率
达到89.7%，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
全感。

文明乡风树起来，幸福生活“再加码”。提
升党建综合体服务效能，形成“一村一社”15分
钟便民服务圈。成立兴趣社团、文体活动组
126支，村（社区）志愿者队伍 187支，常态化开
展便民服务活动。联动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街道可办政务事项 154项、村（社区）可办

政务事项33项，为群众帮办代办事项28000余
件，实现群众有事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

回望 2022，马村区坚持党建引领，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追“星”热潮蔚
然成风。

奋进 2023，马村区持续加强党建赋能，乘
势而上、接续奋斗的干劲更加高昂，“创星”之路
必将更加出彩。

马村区：拼搏竞进创“五星”基层治理开新局

马村区白鹭湖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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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啤酒：以匠心酿造精品 以诚信擎领未来

以品质为基
坚持零缺陷管理

转眼又是 3·15，每逢这个节日，不少金星
人都会想起上世纪 80年代的一件往事。1982
年，刚刚接手金星啤酒的张铁山，面对仓库里
100 多吨稍有瑕疵的啤酒，毅然决定全部倒
掉。这一倒损失了十几万元，却将“质量”二字
深深烙在了每一个员工的心里。

自此以后，金星人开始自觉接受质量零缺
陷管理，“不让一瓶不合格的产品出厂”。2001
年 5月，在河南省率先通过2000版 ISO9001的
换版认证工作，质量保证能力进一步提高，产品
优级率达 99%以上，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金星
还摸索出“双向质量控制”的办法——通过分
解质量指标，形成层层监督的工序结构，从原材
料购进、半成品检验到成品酒入库等，对各生产
工序严格检测，采取严格生产操作与坚持国际

化内控质量标准的双保险形式，确保每一瓶送
达到消费者手中的啤酒都是优良品。

与此同时，公司还会定期面向啤酒爱好者
开展品质和口感调查，一旦发现问题随时进行
改进、做出调整，从而使公司的产品合格率一举
达到了 100%，产品优级率常年保持在 99%以
上，而且一坚持就是近40年。

正是对品质的近乎苛刻的坚守，金星啤酒
集团先后获得“河南省著名商标”“中国名牌”

“中国啤酒工业十强企业”“市长质量奖”“省长
质量奖”“中国绿色食品”“河南市场最畅销酒
品”等一系列荣誉，成为河南酒行业在品质方面
的一面旗帜。

以匠心为本
为国人酿造一杯好啤酒

“为国人酿造一杯好啤酒。”金星人把这句
话作为对消费者的庄严承诺。

为此，董事长张铁山要求生产线上的所有
员工，要时刻保持“工匠之心”——酿酒用的大
米必须是当天脱壳当天使用，生产现场酿造水
每隔两小时就得检测一次，酿造过程中要严格
遵循自然法则，给“啤酒之魂”酵母充足的时间，
让它充分生长、自然“繁衍”……

在省、市政府支持下，金星啤酒还率先建成
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准国家级技术中
心”，并以此为依托组建了以中国酿酒大师、国
家级啤酒品评委员、高级酿酒师、高级品酒师为
代表的顶尖技术团队，相继开发出金星新一代、
金星纯生、金星原浆、金星 1982大师精酿等畅
销产品，赢得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星 1982大师精酿这
款畅销大单品，它是在广泛调研消费者需求的
基础上，由德国专家团队联合国内多名高级酿
酒师，历经 600余个日夜精心酿造而成。它精
选了全球优质原料带的好原料——优质地下矿
泉水、德国进口酵母、全进口优质麦芽、优级香
型啤酒花，确保了它的最佳口感。物料搭配上，
采用黄金分割比例，运用国际一流的酿造技术
打磨每一个细节，一上市即代表国产啤酒的最
高品质水准。

张铁山表示：“金星，就是要做中国消费者
喝得起、喜欢喝、喝了还想喝的好啤酒、好饮
品。”

以创新为要
满足多元化需求

熟悉金星啤酒的人都知道，他们把创新融

进了血液里，几乎每年都会有“新技术”“新产
品”“新动作”推出来。

据金星啤酒集团郑州公司生产厂长张
江伟介绍，技术创新方面，集团每年投入上

千 万 元 资 金 ，引 进 先 进 设 备 ，进 行 技 术 改
造，以此升级老产品，开发新产品，优化产
品结构。

金星啤酒集团酿造技术总监张合林透露
说，金星啤酒是国内首家同时推出瓶装和罐装
原浆啤酒的啤酒企业。引进的“麦汁薄板冷却
器”使麦汁在糖化过程中的冷却时间从 90—
130分钟缩短到了 60分钟。自主研发的超低
温杀菌法，极大地提升了酒液的口感和新鲜度，
这些都远远领先于行业。

张铁山表示，创新是金星不断发展的原动
力，有了过硬的技术做支撑，公司在产品创新开
发方面更加游刃有余，并且摸索出“生产一代、
改进一代、构思一代”的新品开发方针，使得他
们推出的一系列新产品都走在国内啤酒行业的
前列。

近年来，为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他
们还利用新设备、新技术陆续开发出了金星原
浆鲜酿、金星精酿白啤、金星 12度金尊等高端
啤酒以及金星菠萝啤、金星小橙橙、金星小香
仔等果饮新品。同时，对老产品进行升级换
代，比如新的“多彩纯生”啤酒，对原料和生产
工艺进行改进，使得泡沫增加了 8%，挂杯时间
提升了 10%，口感更加醇和、爽口，品质也更加
优良，但价格却依然是普通啤酒的定位。升级
版金星小橙橙，配料里抛弃了行业里惯用的糖

浆，改用蜂蜜和白砂糖，口感和品质更好，但成
本也提高了不少，可价格却依然保持不变，更
受消费者欢迎。

一位金星原浆啤酒的“铁粉”形象地说：一
口入喉，便是雨后果园新摘的果子，清新，爽口，
深吸一口气，弥漫的都是最为纯粹的麦香味道，
犹如置身阳春三月，一片绿海的麦田。

以诚信为魂
厂商携手赢未来

刚刚过去的 3年，虽历经新冠疫情的多次
冲击，但金星啤酒的“朋友圈”和经销商队伍却
依然在不断扩大，市场销售和占比也仍然在不
停地增长——这都得益于金星人四十年如一日
所坚守的“诚信之道”和“人心战略”。

董事长张铁山把金星啤酒的顾客分为三
类：一是企业的终端消费者；二是与企业有业务
往来的单位和个人，如经销商、供应商、终端门
店等；三是企业的全体员工。他认为，日常管理
和经营过程中，无论哪一类顾客都要用“诚信”
去经营好、维系好，这也成为公司持续发展的强
大助推力。

张铁山还设计出了“三个三分之一”的利
益分配原则，即：一个三分之一让给消费者，
第二个三分之一让给经销商，第三个三分之
一留作企业发展。经销商受让了利益，终端
销售价格自然降下来。而经营品牌那部分增
加的成本，企业则通过减少非生产性日常开
支，通过和供应商、经销商的有机合作降下
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企业、经销商、消费者
多赢的局面。

走近金星啤酒的经销商队伍，你会发现
不少人都是老面孔：张麦囤，1994 年开始销
售 金 星 啤 酒 ，转 眼 已 30 个 年 头 ；丁 贵 领 ，
2000 年开始代理金星啤酒，已历经 24 个年
头；王大黑，2004年牵手金星，迄今已有 19个
春秋……

为何经销商们对金星啤酒如此一往情
深？用其中一位经销商张麦囤的话说：除了金
星一流的产品和品牌，能给大家带来可观的利
润外，更因为它有着数十年如一日的诚信记
录，以及很好的产品定位和市场政策，价格合
理并且具有相当高的稳定性，这对经销商的销
售是一个巨大的支持。销售金星，让我们觉得
放心。

“人有信则立，业有信则兴”，如今，走过“不
惑之年”的金星啤酒，在董事长张铁山带领下，
正以品质为基、诚信为魂，脚步铿锵地行进在豫
酒振兴的大道上。

□朱西岭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由此掀开质量

强国建设的新篇章。作为河南最早也

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了“省长质量奖”

的豫酒企业，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

铁山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做企业，不

搞好产品的品质与口碑是不行的。”

40年过去，在他的带领下,金星啤酒

在坚守品质的道路上驰骋，成为豫酒

企业乃至中国啤酒行业“质量强企”的

一面旗帜……

金星啤酒集团董事长张铁山。

金星啤酒集团现代化的酿造工厂。

深受消费者喜爱的金星精酿白啤。

武王街道北孔庄村入选2023年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单位。

安阳城街道后岳村精忠广场。

演马街道前蒋村河马鲜果小镇“豫艺一串
红”番茄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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