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热线投稿热线：：6579516665795166 信箱信箱：：hnrbhnrb20102010@@126126.com.com

河南省优化办
本版联办单位本版联办单位：：

统筹统筹：：陈敬如陈敬如 韩嘉俊韩嘉俊
执行执行：：赵德华赵德华 邓开诚邓开诚 张峰张峰

简明新闻

优化环境

小学入学难 学校乱收费
□本报记者邓开诚

坚持服务到位 优化发展环境

郏县涉企服务部门

接受企业公开评议
近日，郏县公布了35个主要

涉企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接

受企业公开评议的结果排名。“别提

了，相当丢人！”一名评议排名落后

的涉企职能部门负责人说。原来，

为了进一步规范涉企职能部门的执

法行为，提高服务企业发展水平，郏

县确定35个主要涉企职能部门和

公共服务行业，接受企业公开评议，

评议结果通过新闻媒体、政务短信

和工作简报进行了全面公开。

让涉企服务部门接受企业公

开评议，旨在进一步规范涉企职能

部门的执法行为，提高服务企业发

展水平。为了使评议工作真正求

得实效，郏县将接受评议的35个

涉企服务职能部门列出，评议内容

涉及“服务态度、办事公开、文明执

法、收费规范、勤政廉政”等五个方

面，划定“优秀、良好、较好、一般、

差和不了解”六个评议档次，供参

评代表选择。同时进一步扩大企

业参评规模，这次评议除了组织各

乡镇（办事处）书记、乡镇长（主任）

参加外，其他参评代表都是入驻郏

县一区四园项目负责人和规模以

上企业代表。

为了强化评议结果运用，郏

县除了利用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

公开评议结果外，对第一次排名后

三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

谈话；连续两次排名后三位的单

位，县委对单位责任人给予免职或

调离工作岗位，垂直单位的负责人

列为不受郏县欢迎的人，建议上级

主管部门调离。 （王金顶）

郑州市金水区

许昌市纪检监察机关着力服务中心、服务民生、服务项目、服务企业——

郑州市凤凰台街道办

慰问留守儿童
近日，豫剧名家王金宽夫妇带领义务教

授的40余名留守儿童在淮阳县举办汇报演

出。演出共有20余个节目，包括戏曲、舞蹈、

歌唱等，吸引群众400余人。

王金宽夫妇俩都是著名的豫剧演员，现

居住在郑州市凤凰台街道办事处英协社区。

在一次回老家周口的时候，王金宽夫妇发现村

里有很多留守儿童，孩子们没有业余的爱好，

大好的时光都被浪费了。看到这种情况，王金

宽夫妇决定义务教授这些留守儿童戏曲、舞蹈

和歌曲，从2010年坚持到现在。

人大代表、凤凰台街道办事处书记许忠

和办事处主任赵伟峰在得知此情况后，组织人

员由该办党工委委员金凤带队到汇报演出现

场对王金宽夫妇和留守儿童进行慰问。同

时，凤凰台街道办事处还为留守儿童们买了

100余套书包和文具，鼓励他们珍惜生活、好

好学习。 （金凤樊一迪）

众口难调，说的是众人口味

不同，很难做到一种饭菜使所有

的人都感到好吃。然而，邓州检

察院“公务灶”却成功地做到了这

一点。

为厉行勤俭节约，治理奢侈

浪费，今年以来，邓州市检察院把

遏制公款吃喝歪风作为践行“改变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一项

重要内容，推行了“公务灶”制度。

机关“公务灶”最忌蔬菜、肉

蛋不新鲜。为此，邓州市检察院

“公务灶”主管伙食人员专门和蔬

菜基地联系，每天采买各类新鲜的

绿色无公害蔬菜，并和养殖场联

系，定期购进新鲜肉蛋；他们还聘

请面点师傅，现场制作加工品种多

样的面食。通过这些举措，大家对

“公务灶”的菜感到放心。

该院“公务灶”还按照荤素搭

配，讲究营养的原则，每天都制定

出科学合理的菜谱，悬挂门口，做

到餐餐不重样，就餐品种多。

“公务灶”制度执行以来，该

院近200名干警职工每天都可吃

到20多个品类的饭菜。大家都

说，在“公务灶”就餐，吃得饱吃得

好，铺张浪费也没了！ (张书勇)

郑州市小学新生开学后，学校乱收费的

现象渐渐浮出水面，很多家长反映在给小孩

入小学报名登记的过程中，个别学校利用各

种手段私下乱收费。更令家长深恶痛绝的

是：作为教育主管部门的金水区教体局竟然

和个别学校“配合默契”，为学校乱收费提供

“便利条件”。

据了解，8月22日至23日，郑州市金水

区各小学按照省市教育部门规定按要求集

中接受符合条件的片区以及辖区外来务工

子女的报名，但是报名工作结束后，乱收费

的暗箱操作就拉开了序幕。

8月22日，居住在金水区徐寨村的10

余名外来务工孩子家长，拿着教育部门规定

所需的“六证”，来到文化路三小报名，审核

登记完毕后成功给孩子们报上了名。8月

23日上午，报上名的这些孩子家长不约而同

接到自称金水区教体局的电话，要求他们到

黄家庵的“恒升家园”进行身份认证，并特别

要求必须带上所租房的房东。到“恒升家

园”后，才被告知文化路三小的报名点被上

级教育部门取消了，这些报上名的学生只能

上马李庄小学了，但需交5000元。这些家

长被要求把钱交给房东，让房东一人上三楼

交费，明白地说不出具任何手续，否则孩子

将不能上学。据事后了解，收费人员为村委

工作人员。

报名工作结束后，在金水区，不止一个

学校门口，记者经常看到陆陆续续的学生家

长拿着学生的档案守候在学校门口。在这

些家长电话联系校长后，被学校门卫一进一

出地准入，记者看到进去不长时间的学生家

长每个都能拿着学校盖章的录取通知书走

出了校门。

“我们是早早地就托关系和学校校长

说好了，他们叫我们等报名结束后再到学

校，电话预约进去见了校长，按照学校的

要求赞助个一万两万就能拿通知书了，

嗨，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一位学生家长

无奈地说。

除了家长自己找学校拿钱让孩子上学

外，每年金水区教体局往往在报名工作结束

后，针对个别“特殊”情况，会往各学校再下

一批甚至两批学生名单。这些名单上的学

生家长来到指定的学校后，才被告知学校没

有办法再安排了。有关系的会找人直接给

校长打电话发信息，单独进学校见校长，校

长会根据家长所找的人的力度衡量收费的

高低。而没有过硬关系的家长只有在开学

前两天的时间里，挨个找校长协商。“校长面

前就是教育局下来的名单，有人打过招呼的

都做过记号，比如区里领导、教体局领导都

给以最大的照顾，个别的不收费，没有打过

招呼的就公事公办。收费价格跨度很大，从

几千元到2万元不等。收费的时候校长屋里

只准一个学生家长在现场，专门有一名人员

查钱，不开据任何手续。”一位亲历交钱现场

的学生家长介绍说。

近年来，许昌市纪检监察机关不断加强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着力在服务中心、

服务民生、服务项目、服务企业上下工夫，取

得了良好的成效。

一是服务中心工作跟进到位。先后制订

印发了纪检监察工作服务保障“三化”协调科

学发展实验区建设、服务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服务保障许昌新区建设等一系列中心工作意

见和具体方案，做到了重要部署相一致、重大

举措相配套、具体实践相适应。全力抓好各

项服务保障措施的落实，围绕政治纪律执行、

政策措施落实、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落

实、审批服务等八个方面开展了监督检查，查

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479件，处分党员干部

612人，切实维护政令畅通。

二是服务民生工程保障到位。将民生

工程的实施情况纳入工作范围，每季度督查

一轮，重点工程跟踪问效，着力抓好三项落

实，确保民生工程好事办好、实事办实。着

力落实责任。把全市十项民生工程的82项

具体工作责任分解到37个牵头部门和配合

单位，坚持凡是确定的政策不打折扣、凡是

确定的内容不能减少、凡是确定的范围不能

缩小、凡是确定的标准不得降低“四凡是”要

求，确保任务到岗、责任到人。

三是服务项目建设助推到位。实行重点

项目服务特派员制度，连续5年向269个重点

项目派出特派员，实行一对一服务，帮助解决

审批、资金、施工环境等问题1000余个。实

施联合审批制度，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直通

车”、“一表通”、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延时服

务等服务措施，变静等上门为主动联系，变逐

一审批为联合审批，进一步提升了审批服务

效能。

四是服务企业经营创新到位。为进一

步优化企业生产经营环境，根除涉企“四乱”

现象，在全市探索开展了涉企科室绩效评议

活动，将评判权交给社会公众，让项目企业

直接评议职能科室。评议结果在市级新闻

媒体公示，排在后5名的单位通过电视、报纸

等新闻媒体公开做出整改承诺。年度综合

排名靠前的单位（科室）被授予服务保障重

点企业先进单位（科室）称号，排名靠后科室

及科室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被问责，一个单位

被取消省级“文明单位”评选资格。

优良的发展环境，推进经济社会大发展

大提速。2012年，许昌市生产总值1739亿

元，居全省第四位，增速全省第一；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 956.6 亿元，增长

17.4%，高于全省2.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利润343亿元，总量居全省第二位；

全市8个省级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07亿元，平均固定资产投资居全省第一位，

长葛产业集聚区、鄢陵产业集聚区分别被评

为全省“十强”、“十快”产业集聚区。

（周磊 范光辉）

截至今年，修武县的党务政务公开日已经坚持了17年。1996

年，修武县把每年的1月16日和7月16日作为全县的党务政务公

开日。公开日当天，全县各级各部门必须对党务、政务等进行集中

公开，做到清集体“家底”、亮干部“箱底”、明群众“心底”，同时，县五

大班子领导也要在当天带队对分包的联系点进行检查。图为该县

纪委书记贾顺利在观看公开栏。 陈金亮白江柯 文/图

近日，作为企业发展和

项目建设环境专项治理活动

的一项措施，新安县纪委举行

了公职人员“廉洁高效服务”、

工商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承

诺签名活动。在活动现场，

90余名县直委局、乡镇、园区

党政一把手等公职人员在“廉

洁高效服务”承诺牌上签名，

80余名工商企业负责人在“诚

信守法经营”承诺牌上签名。

黄涛 摄

“你拍一，我拍一，努力学习

争第一；你拍二，我拍二，勤俭节

约要牢记……”课间，栾川县第三

实验小学传出别具特色的拍手

歌。走进栾川县的中小学校，浓

浓的廉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今年以来，栾川县中小学校

积极探索青少年廉政教育的方式

方法，以“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为

主题，全面开展“廉洁文化进校

园”活动。挖掘和利用现有语文、

政治、历史等学科中的廉洁教育

资源，引导学生阅读伊尹等县域

廉政文化名人和古今中外有关清

正廉洁、诚信、节俭为主要内容的

故事、格言，撰写读书笔记，编写

《知荣知耻校本教材教案》、《廉政

文化德育小故事集》等读本，培养

学生敬廉崇洁、诚实守信、勤俭节

约的良好品质。（赵小玲庞敏）

栾川县加强青少年廉政教育

廉洁文化 走进校园

近年来，渑池县坡头乡依托当地实际，

以加快推进资源大乡向生态大乡转变、传统

农业向特色农业转变为着力点，进一步创

新机制，强化服务，鼓励和引导群众发展特

色农业种植，以不召寨村花椒种植基地为

依托，建成不召寨、韩家坑、坡头、泰山4个

花椒精品示范园，辐射带动全乡2300余户

农户种植花椒1万亩。由于管理得当，亩均

产花椒50公斤以上，产值3000余元，户均

增收350元，仅此一项，全乡农户实现产值

2100余万元。 (杜志刚）

渑池县坡头乡

小花椒变成大产业

由于急着办理业务，客商不慎将携带

的材料遗失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看到

材料后，原地停车10分钟，将其交还给刘

先生。日前，刘先生向省优化办反映这一

情况，想借优化环境专刊感谢“等待10分

钟”的路达出租车公司李毛克师傅，也感谢

河南为广大客商营造的好的投资环境。

在驻马店投资的刘先生日前乘坐高铁

来到郑州，出站后搭乘一辆出租车前往省

工业信息化厅办理业务。由于天下着雨也

没有带雨伞，刘先生打开车门就慌忙向工信

厅大楼跑去，并焦急地挤上电梯去办理业

务。办理业务时才发现，下车时忘记了随身

携带的文件袋。刘先生焦急万分，材料都是

申请项目必备资料，对其他人就是废纸，但

对自己异常重要。刘先生带着侥幸心理，几

乎是冲到楼下，发现原来停车的位置一辆出

租车打着双闪，停在原地。这时出租车师

傅看见了刘先生，很热情地把文件递给他，

并说发现文件袋时刘先生已经消失了，想

着肯定会回来找，就在原地等着。

刘先生说这虽然是小事，但是作为外

地来河南投资的客商，很受感动，这些细节

彰显着河南的变化。 (赵德华)

近日，郸城县纪委书记崔卫

国主持召开全县公职人员“吃空

饷”专项治理工作促进会。会上，

崔卫国听取了优化办、县委组织

部、财政局、人社局、编办、民政局

等单位“吃空饷”自查自纠阶段工

作汇报后，要求在下一步的核查工

作中要严把“五关”。

一把数据关。要求县清理

“吃空饷”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梳

理组织、财政、人社、编办、民政等

部门提供的公职人员数据信息，归

纳汇总后，与被核查单位的公职人

员信息相对照，结合现场点名、签

字查岗，认真核查在编不在岗人

员，确保核查不漏一人。

二把调查关。对自查和核查

出来的在编不在岗人员进行“追踪

见面”调查，准确掌握不在岗人员

的个人信息和不在岗的真实原因。

三把定性关。严格坚持“吃

空饷”的十一类标准，对号入座，实

事求是地核定“吃空饷”人员。

四把惩处关。对核查中发现

的自查自纠不到位、走过场、故意

瞒报漏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吃空

饷”人员，县清理“吃空饷”领导小

组办公室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

五把制度关。认真分析研究

不在岗“吃空饷”人员的不同情

况，查找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区

分不同类别，制定请销假、人员借

调等管理办法，完善公职人员离

职、死亡报告制度，协调财政、组

织、编办、人社、民政等部门建立

全县公职人员信息库，对人员流

动实行动态管理，建立财政供养

人员与薪金对应的信息共享管理

系统，制定解决“吃空饷”问题的

长效机制，真正做到用制度管权，

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

长效机制。

（李玉富 张辉）

郸城县召开专项治理会议

清查公职人员“吃空饷”

修武修武：：党务政务公开日党务政务公开日 连续坚持十七年连续坚持十七年

吃得饱也吃得好

邓州检察院“公务灶”获好评

新安县举行承诺签名活动

“河南的投资环境真好”
客商不慎将材料落在车上，出租车司机原地停车等候10分钟，客商感叹——

通许县练城乡化解社会矛盾

今年以来，通许县练城乡始

终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多

种手段协同作战”的调解方针，

抓好“定期排查、包案化解、联合

调解、带案下访”等四个环节，努

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目

前，该乡共下访26次，受理群众

诉求、法律咨询37起。(董保民）

通许县维护良好信访秩序

通许县“三个依法”接待群

众信访，维护了良好的信访秩

序。一是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

问题，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二

是坚持法制，讲究政策，依法维

护信访秩序。三是依法妥善处

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陶利娟）

四字工作法解信访难题

通许县把信访稳定工作放

在重要的位置，为破解这一难

题，积极采取“四字”工作法：力

求一个“替”，突出一个“约”，狠

抓一个“解”，坚持一个“稳”，促

进信访工作取得显著实效。今

年以来，全县共接信访矛盾132

起，解决131起。 （董保民）

党政领导接访六亲自六公开

通许县党政领导工作日接

访做到：亲自部署矛盾排查调处

工作，亲自阅批群众来信，亲自

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包案解决老

大难案件，亲自调查研究，亲自

督促检查；公开接访领导姓名和

分管范围，公开接访时间，公开

接访地点，公开接访形式，公开

所接案件的办理进度，公开所接

案件的办理结果。 （陶利娟）

邸阁乡做好信访稳定工作

今年以来，通许县邸阁乡坚

持群众信访无小事的原则，情系

于民、心系于民，认真分析在新

形势下化解信访案件的有效工

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积极稳

妥地化解信访难题，取得了良好

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维护了社

会大局稳定。 （董保民）

通许县保稳定树形象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

党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通许县

突出“五抓”保稳定。一是抓排

查，做好不稳定因素的排查化解

工作。二是抓调处，切实为群众

排忧解难。三是抓积案，切实减

少信访存量。四是抓宣传，坚持

依法治访。五是抓实事，从根源

上减少信访问题。 （陶利娟）

近日，周口市工商局川汇分局组织人员

走进烟酒经营场所进行彻底清查，净化市场环

境，切实保障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截至目

前，该局共检查名烟名酒经营户56家，现场查

扣假冒茅台酒36瓶。 杨坤摄

周口市川汇区

彻查假货 净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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