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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永城市孙自真

□通讯员姚坤鹏 何燕子

本报记者中原三农网记者侯博

登封市

“农事周结”工作法
入选百例优秀范例平凡计生岗位 多年无悔奉献

新郑市

白居易故里
文化园主体建成

现年49岁的孙自真，在永城市人口计

生委从事计划生育行政执法工作。他在平

凡的岗位上，十几年如一日地踏实工作，辛

苦了自己，方便了别人。

孙自真曾在新疆服役13年，1996年转

业后一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孙自真经常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断积累基层计划生

育行政执法第一手资料。同时，实施计划生

育行政执法工作改革，以观念的更新促进工

作的创新。

2006年夏，为总结在落实政策法规规

定的计生家庭奖励优待政策中的经验，孙自

真主动请缨参加调研，吃住在基层，通过大

量走访、考证，总结出“找准三点、增强三力、

以小康工程为载体、构筑计划生育利益导向

新机制”及“强化政府行为、建立长效机制、

确保计划生育家庭奖励优待政策落实到位”

的成功做法，并在全市逐步进行推广，成为

落实计生家庭奖励优惠政策的亮点工程。

在实际工作中，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孙

自真着手制定了办案处罚程序、案件查处纪

律、执法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及登记立案、案

情认定、征收处罚等规章制度，对行政执法

人员基本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要求，对“做

什么、如何做”做出了明确规定，让大家有章

可循。坚持把依法查处典型案例作为减少

信访量、上访量和重复信访的有效措施，对

苗头性信访及时办、疑难性信访重点办、热

点性信访跟踪办、棘手性信访慎重办，做到

一案一结，宽严适度，有效遏制了信（函）访、

人访、越级上访、重复上访事件的发生。

孙自真曾多次对科室同事说：“做我们

这项工作，要想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必

须坚持原则、执法廉洁、铁面无私、公平公

正，养成良好的廉洁自律习惯。”2005年以

来，经孙自真查处的计划生育违法违纪案件

600多起，其中有的案件难免有说情的现

象。2008年，一位科级干部违法生育查证

落实，他多方托关系找孙自真说情，并许以

“厚礼”诱惑，孙自真婉言谢绝，他说：“我不

能因为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不能因为人

情关系丢掉人格。”孙自真顶住压力，坚决依

法执行，在全市起到了警示作用。

孙自真辛勤的工作，得到了组织、领导

的理解和支持，2003年起，他先后荣获各级

各类荣誉称号20多次。2013年被省人大常

委会教科文卫委、省政府法制办、省人口计

生委联合授予全省人口计生依法行政先进

工作者；2014年被省政府评为全省先进工

作者。孙自真所负责的政策法规工作一直

是全省的“标杆”，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

2013年被河南省命名为省级依法行政示范

单位。

本报讯（通讯员张雪霞 记者

冯刘克）12月24日，记者从登封市

委组织部获悉，该市探索实施“农事

周结”工作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经验做法，入选“党的群

众路线工作法100例”优秀范例。

在全国党建系统开展的“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

暨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法100例”评

选活动，由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和全

国党建网站联盟等联合主办，登封

探索实施的“农事周结”做法在评

选中入选，并参加了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颁奖座谈会。

据了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以来，登封市总结就

业、医保、土地征用等领域信访事

件的处置经验，创新实施“农事周

结”工作法，每周固定时间，各乡镇

党工委书记、包村领导、村干部以

及市直单位下基层人员，集中到村

（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进行问题化

解，同时把证照办理、社会救助等

七大类48项可代办事项全部实行

村级代办。该工作法实施以来，为

群众解决问题的效率与质量不断

提升，做到了农村事农村办、困难

事一周结，问题办结率达98.2%。

本报讯（通讯员徐法林 记者

冯刘克）今年入秋以来，荥阳市着

力强化工作机制、宣传机制、建设

机制、管护机制等，扎实推进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农

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4

亿余元，新增供水受益人口3.3万

人。

该市成立了荥阳市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实施、

监督检查和组织协调，组织召开荥

阳全市重点水利项目建设观摩活

动，并对各项工程打破村域甚至乡

域界限，统一规划，整合资源，整合

资金。同时，实行项目建设法人责

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

竣工验收制等“四制”管理，鼓励和

支持群众因地制宜推进小型农田

水利工程管护机制改革。

截至目前，全市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已累计完成投资4亿余元，新

增供水受益人口3.3万人，建设村

镇供水工程24处；完成河道治理

15.73公里，疏浚河道4.58公里，修

复水毁工程39处。

本报讯（通讯员衡文学 记者

冯刘克）中牟县刁家乡建设阳光村

务网，并以此为抓手，为村民答疑

解惑、化解矛盾，成效显著，受到村

民的称赞。

为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刁家乡专门指定业务精、

能力强、电脑操作及维护熟练的业

务骨干人员专职负责阳光村务网

工作，明确职责，制定制度，严把村

级事务公开关；同时利用乡、村、组

三级网格长、网格员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反馈问题的作用和基层情

况熟悉的优势，对各村应公开的问

题及时收集、上报，确保村内应公

开的内容全部上网，每月15日在

阳光村务网上准时公开。

据悉，阳光村务网公开内容包

括农村财务、农村低保、计划生育、

宅基地审批、土地承包、固定资产

租赁、项目建设等农村资产、资金、

资源及农村重大事务和群众关心

的热点、难点问题，还公开了村组

干部的基本情况、职责和承诺，随

时接受群众查询和监督。截至目

前，刁家乡阳光村务网今年共公开

村级事务2800余件次，答复解决

群众疑问和问题315件。

本报讯（通讯员周金珂 记者

冯刘克）日前，记者从巩义市了解

到，截至11月底，巩义市产业集聚

区开工招商引资项目9个，完成投

资12.5亿元，引进内资9.32亿元，

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明显。

据了解，今年以来，巩义市产

业集聚区以铝精深加工和高端电

线电缆为主要方向，围绕“双强”企

业走访对接，着力引进“三力”项

目，并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

地区等重点区域开展招商活动的

同时，大力推介本地铝精深加工产

品为其配套，为企业拉长产业链

条，提高产品附加值、不断向终端

化延伸摸清了路子。在招商引资

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主要体现在引

进内资方面，数据显示，在9个招商

引资项目中，郑州中鸿创富置业有

限公司投资18亿元的中鸿工业园

项目，引进资金2.9亿元，是9个项

目中引资资金最多的项目。此外，

引资资金上亿元的项目共有两个，

上千万元的共有5个。

本报讯（通讯员葛哲 郎军科 张军民

记者董伦峰）近日，来到尉氏县洧川镇许寨

村小有名气的石明奇豆腐加工车间，只见门

前“黑包青豆腐，洧川一绝”的大红招牌格外

醒目，车间内，一块块刚制作好的青黑色富

硒豆腐整齐地排列在晾晒架上，淡淡的豆腐

清香沁人心脾。

提起做豆腐，60岁的石明奇格外自豪，

他说，洧川豆腐远近闻名，但作为制作洧川

豆腐的行家里手，他并没有满足现状，一直

想研制出一种营养价值更高的豆腐。多年

来，他遍访名家，潜心研究，不断改良豆腐制

作工艺。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由他独创的富

硒黑包青豆腐诞生，该豆腐不仅保留了洧川豆

腐的原有特色，还富含人体所需的硒及其他多

种微量元素，一经推出就迎来好评如潮，市场供

不应求。石明奇说，在春节前高峰期，他每天能

生产销售富硒豆腐近1000公斤。

随着豆腐销量的增加，制作豆腐的原

料富硒黑豆又成了问题。为解决原料来源，

2011年，石明奇牵头成立了尉氏县康之源

专业种植合作社，组织该村及附近村民种植

富硒黑豆。为解除种植户的后顾之忧，该合

作社还与种植户签订收购协议，并以高于市

场价的价格进行收购。

在石明奇的带动下，康之源专业种植

合作社社员已由最初的5家发展到现在的

100多家，种植富硒黑豆面积达200多亩，

每亩可为社员带来收入4000多元。
本报讯（通讯员王耀杰陈军记者宋广

军）“听了你们对当前电力供应紧张形势的

介绍，才真正理解了供电公司采取的有序

供电措施，请放心，我们一定尽量降低负

荷。”12月18日上午，鄢陵县供电公司营销

服务人员走访时，许昌华汇变压器股份有

限公司负责人宋子文说。

随着寒冬的到来，面对迎峰度冬保电

工作的严峻形势，鄢陵县供电公司为了把

因缺电造成的损失和影响降到最小程度，

采取了多项措施。

严格落实迎峰度冬、春节保电和有序用

电措施，科学安排运行方式。深入开展重要

用户、站用电源、配网设施隐患排查治理，实

行领导班子包站所、中层干部包线路、供电

所员工包台区的保供电模式，确保各类设备

安全运行。深入大宗用户了解用电需求，共

同协定让峰、避峰有序用电方案，做好有序

供电工作。深入开展“你用电、我用心”为民

服务工程，规范各级服务行为。开展应急演

练及事故预想，提高全员应对突发事故能

力，确保度冬安全，可靠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梁国定 记者冯刘克）

记者12月25日获悉，位于新郑市辛店镇的

白居易故里主体建筑已经完工，园内道路

正在加紧建设。

为进一步挖掘白居易历史名人文化资

源，新郑市于2012年启动了白居易故里文

化园项目的立项、规划工作。白居易故里

文化园位于轩辕大道南侧、乐天大道西侧，

白氏后人多聚居于附近，在辛店镇现在还

保存有白鍠墓、乐天祠等与白居易密切相

关的文物遗存。文化园以深度挖掘，表现

名人文化、唐诗文化、姓氏文化为基础，以

仿古建筑、文物展示为主题，以特色民俗风

情为烘托，以白居易纪念馆、文化园大门、

公众休闲广场（乐天广场）及展示白居易生

平和其文学作品的景观小品等为主要建设

内容，集观光游览、朝拜纪念、文化体验、修

学休闲等功能于一体，全面展示白居易的

生平及灿烂辉煌的成就。

文化园规划面积150余亩，主要包括

文化园和乐天广场两部分。该工程一期工

程投资2690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文化园

大门、白居易纪念馆及园内道路绿化等。

本报讯（通讯员王洪涛 记者

董伦峰）近来，通许县纪委认真开

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转变工

作作风，强化宗旨意识，进一步促

进干群关系。

廉政文化“三下乡”传递深

情。精选本县创作和公共媒体演

播的优秀廉政戏曲、廉政歌曲、廉

政电影在全县巡演30余场次，观

看群众5万余人次，使群众在享受

文化大餐的同时，也看到党和国家

反腐败的决心和成效。纪检干部

联村联户牢系深情。开展“联村联

户”活动，每两名纪检监察干部联

系一个行政村，制作发放了联系

卡、联系牌，每周至少下村一次为

群众排忧解难，截至目前已为群众

办实事、办好事70余件，解决实际

困难30余件，切实维护了群众利

益。信访问题排查化解维护深

情。实行领导干部约访、下访、接

访制度，开展损害群众利益信访问

题专项治理活动，针对长期得不到

有效化解的疑难信访问题，推行评

议化解制度，有效化解老信访问

题，维护了群众的切身利益。

荥阳市

“四机制”
推进农田水利建设

中牟县刁家乡

阳光村务网
让村务更阳光

巩义市

今年招商成绩斐然

通许县

为民实事
促进鱼水深情

尉氏县豆腐匠石明奇

“黑色”豆腐富己又富民

鄢陵县

确保安全可靠供电

本报讯（通讯员虞静 陈巍 记者尹小

剑）日前，记者从新县电业局获悉，该局QC

成果“降低新县境内电力线路通信光缆故

障率”，喜获2014年度河南省质量管理小

组一等奖，创该局此项比赛历年最好成绩。

新县地处山区，电力通信光缆多在山

间穿过，由于松鼠的啃咬，时常出现供电中

断情况，严重影响了通信可靠性，给安全供

电带来一定的风险。

为改变这种局面，新县电业局QC小组

成员以降低通信光缆故障率为课题展开了

调查研究。根据松鼠的生活习性及啃咬的

特点，小组成员反复试验并实地现场查看，

设计出一种新型的保护外表，捆绑在离杆

塔2米以内的通信光缆上，以防止松鼠啃咬

和跳跃攀爬对光缆造成的伤害，有效保护

了电力通信光缆安全。目前，此项技术已

申报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3项专利。

本报讯（通讯员杜家利 记者马丙宇）

“这下可好了，我们公司要在这里规划占地

100亩的厂区，将来产量一定能成倍提高。”

12月27日上午，郑州百兴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陶百兴一早就赶到获嘉县参加奠基仪

式，他兴奋地说：“我们现在郑州的厂区只有

40亩，产业规模受限制，今后若能落地‘新

城’，公司发展会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陶百兴所说的“新城”是“金水（获嘉）产

业新城”，该项目是我省首个“飞地经济”产

业园区。当天的项目奠基仪式，吸引了郑

州、新乡等地的企业负责人和群众100余人

前来参加。

据了解，“金水（获嘉）产业新城”项目总

投资70亿元，占地3050亩，以节能环保、电

子信息、印刷、汽车零部件、高端食品等产业

为主导，是由郑州市金水区、新乡市获嘉县

两地政府借鉴发达地区先进经验，采用“飞

地经济”合作模式，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和企

业共同打造的辐射中西部的集约化、国际

化、复合型省级示范产业集聚区。

“我们将全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浓

厚氛围，并与金水区携手并肩、通力合作，把

‘金水（获嘉）产业新城’建设成为全省区域

合作的成功典范！”获嘉县委书记郭力铭在

奠基仪式上表示，该项目充分利用了比较优

势，实现资源共享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区域

合作项目，年直接产值将超过300亿元，同

时承接郑新一体化产业转移，并能集聚超过

500家以上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企业。

本报讯（通讯员刘传箱记者尹小剑实

习记者李振阳）12月27日，信阳国际家居产

业小镇项目在信阳市家居小镇北片区拉开

帷幕。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项目位于信阳

市产业集聚区羊山片区，总规划面积15.16

平方公里，包括家居制造、展示体验、仓储物

流和园区社会四大板块，根据家居及关联产

业的发展特点，致力打造一个宜居宜业、宜

创宜游的现代化、生态型的人文小镇，形成

大工业化生产、专业化配套、系统化服务、协

作化合作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集聚发展模式。

据悉，小镇将加大集团化体系化引进力

度，积极承接抱团转移，加速产业扎推发

展。预计2015年实现产值100亿元，小镇

开发建设面积扩展到10平方公里。经过几

年努力，最终实现投资358亿元，把现代家

居产业打造成千亿级集群，实现税收51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15万个，把小镇打造成千

亿级产业集群。

新县电业局

保护光缆
科技成果获奖

获嘉县

我省首个“飞地经济”产业园区奠基

“飞地经济”是指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双方政府打破行政区划限制，把“飞

出地”方的资金和项目放到行政上互不

隶属的“飞入地”方的工业基地，通过规

划、建设、管理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

实现互利共赢的持续或跨越发展的经济

模式。它是保持现有的行政区划，又突

破区域分割，实现区域间合作的一种新

形式，也是工业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从国内看，“飞地经济”的实践主要集中

在长三角、珠三角和黄三角地区，发展较

好的有江苏、福建、广东等省。

■链接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开园

12月27日，孟州市共富养殖合作社饲养人员在给肉鸡喂食。该合作社由孟州市大定街道共产党员师小宝创立，8年来，合作社

社员已从最初的4户发展到现在的70余户，每年可出栏肉鸡240万只，年收入近千万元。 本报记者杨远高 通讯员杨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