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30日 星期二6 农村版综合新闻
编辑∶成睿智 电话：0371-65795709 E－mail∶ncbzbs@126.com 版式∶屈伸 校对∶黄丽

“没有镇政府帮忙，俺的合作社不会有

今天的发展规模，不会有这么好的效益。”12

月26日，项城市范集镇恒牧养殖专业合作

社2000只波尔山羊出栏，经理朱俊良喜上

眉梢。当初租地建棚难题困扰老朱好一阵

子，正是镇里的“三步两考”工作法解决了他

的燃眉之急。

“三步”是“周一做好安排部署、周三进

行温馨提示、周五做好本周总结”，“两考”是

镇督查警示办督察、镇“四制”考核办考核。

第一步：研判“菜单”

范集镇坚持每周一召开党政领导班子会，

主要领导点评上周工作落实情况，研究部署本

周工作任务，形成一周工作“菜单”。事先，班

子成员深入基层走访群众，广泛征集意见建

议，切实了解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为合理

制定“菜单”奠定基础。然后，对征集到的问题

和线索进行梳理、登记，提交班子会研究后进

行任务分解，明确具体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在

显著位置公示。这个办法使每个工作人员做

到心中有数，干有任务、赶有目标。

“‘三步两考’就是好，一步没跑，危房改

造补助钱2万元就打到了俺家的存折上！”郭

王行政村70岁的困难户刘志英说。

第二步：温馨提示

12月24日星期三，督查警示办的干部在

蒋寨村督导时发现，该村的空心村综合整治

和土地复耕项目工作量大，当场对包村干部

进行了温馨提示，并及时向镇分管领导作了

汇报。镇领导加派了一名得力人员，帮助动

员农户拆迁，使工作得以及时保质保量完成。

温馨提示彰显人性化管理理念，促进了

班子成员、干部职工间诚挚沟通，促进棘手

问题解决。

第三步：晒出成绩

在范集镇的公示栏前，镇长于海说：“镇

里根据考核细则，一周一小结，一月一总结，

半年一量化，全年一汇总，都在这里‘晒一

晒’，让大家一目了然，既可以使督察日常

化，也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作。”

每周五的全体干部工作汇报会上，各口

负责人汇报本周工作开展情况，晒工作成

效，也晒工作差距。其他干部以编号方式被

抽查，干得好扬眉吐气，干得差的脸红出

汗。全体干部找差距、学榜样，明争暗赛，各

显其能，执行力落到实地。

两考：转变作风

“三步”走出了农村工作的坚实路子，

“两考”则为这一机制提供了保障。

镇督查警示办到各村各站所，根据周一

布置的工作“菜单”，实地察看、走访、收集资

料，准确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以简报通

报。镇里的工作实绩“红、黄、黑”档案将考

核结果纳入党员干部年终量化考核体系，作

为衡量干部能力、评价干部政绩、选拔任用

人员的重要依据，让干出成效的有地位、受

重用，真正解决了原来工作中“躁、假、浅、

怨、混”的问题。

镇党委书记张继伟说：“‘三步两考’工

作法提升了干部的精气神，凝聚了干事创业

的正能量，激发了干部的激情，解决了群众

最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转变了镇村干部的

工作作风。”

“三步两考”工作法使该镇经济社会事

业快速发展。今年新上3000万元以上项目

4个，总投资超过2.5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大

幅增长，财政收入超全年任务21%；成为周

口市信访工作先进单位、平安建设先进单

位、安全生产先进单位、文明村镇和省级生

态镇、卫生镇。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屈志远

记者刘景华)渑池县创建全国农业

示范县工作日前顺利通过省农业

厅验收，这标志着该县加快新型农

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今年以来，该县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动力，围绕城乡一体化、新

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突出优势

特色产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

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强化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培育，大力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持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建设，促进农业持续增

效、农民持续增收、农村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该县

围绕双椒、烟叶、畜牧等特色农业，

通过做大一批农业示范基地，扶强

做大一批以雏鹰农牧为代表的农业

龙头企业，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化集

群，推动特色农业向规模化、专业化

方向发展。目前，该县拥有11个市

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集群。

加快特色农业示范园区建

设。该县在巩固壮大优质烟叶、朝

天椒、花椒、中药材等四大特色产

业基地，做大做强做优柳庄高效生

态农业示范园、英豪金银花生态农

业观光园等八大生态农业示范园

的基础上，新建和续建一批现代高

效特色农业示范园区。全县新建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个，新建家

庭农场16个，年内全县特色农业

示范园区总数将达30个以上。

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该县依托全县优势特色农业

产业，大力扶持、培育农业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活

农业生产要素，加快柳庄农业、天

沣中药材科技、天池山食用菌等农

业龙头企业建设。截至目前，全县

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有52家，

农民合作社有165个。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该县

加大对中小河流重点河段的治理力

度，新增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平方

公里，解决了2万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完成了伊洛河流域渑池项目区

（二期）工程、洪阳河仁村段和涧河

西河南段河道治理建设任务，为加

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本报讯（通讯员衡文学记者

冯刘克）为规范村“两委”干部廉洁

自律行为，使廉政建设真正入脑入

心，从源头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

壤，近日，中牟县官渡镇纪委多举

措打造廉洁村“两委”班子。

镇纪委组织一次实地观摩，

亲身体验筑防线；开展一次谈心谈

话，真心交流引转变；签订一份承

诺书，公开公示强监督；推荐一条

廉政警言，警言警句敲警钟；发放

一本廉政日志，细微之处践反腐；

观看一次警示教育片，现身说法真

入心；开展一次选树活动，先进典

型树导向。

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该镇开

展学廉、倡廉、助廉、述廉系列活

动，确定以半年为周期，在全镇范

围内选树一批政治坚定、业绩突

出、清正廉洁、群众拥戴的廉政典

型人物，被评为廉政典型的村“两

委”干部，在任用干部时优先考虑。

本报讯 （通讯员申延霞 郑斐斐 记者

马丙宇）“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

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在延津县人

民广场，每天下午3点钟，总有一群神采

奕奕的老人聚在这里，演唱一首首经典老

歌。

“最初的想法就是让老姐妹们开开心

心、健健康康的，让大家珍惜现在的幸福生

活。”说起这个由老年人自发组织的合唱团，

77岁的王云彩说，“刚开始只有我和四五个

老邻居在广场唱，每次一开唱，就吸引不少

来广场转悠的老年人跟着一起唱，很快合唱

团就小有规模啦。”

这个合唱团现在已有固定成员三十余

人，最多时有上百人。成员中，年龄最大的

82岁，最小的也有63岁。

“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我们以自己的方式缅怀革命先烈。”

82岁的张金环老人说，“跟老伙伴们一起唱

唱、笑笑，热热闹闹的，身体得到了锻炼，心

情也好了，生活也充实啦！”

近日，驻马店市驿城区组织20个普法宣讲团入学校、进社区、到农村，宣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该区已开展法制宣传300

多场次，受教育群众达20万人次。 通讯员米山本报记者黄华摄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12月

26日，记者从省检察院“检察开放

日”活动上获悉，今年1月至11

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查处县处级以

上干部248人，其中厅级干部35

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5

亿元。

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在全省

检察机关工作情况中提到，今年1

月至11月，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

侦查职务犯罪案件3049件4342

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279

件3045人，渎职侵权犯罪770件

1297人。

省检察院

三项制度提升办案质量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领导干部带头

办案，要从案件受理之日起，负责案件的全

部流程，亲自完成阅卷、提审、形成处理意

见、撰写法律文书、出庭公诉等具体工作。”

近日，省检察院制定适用于全省检察机关

的《领导干部带头办案制度》，明确规定领

导干部要带头办案。同时规定，领导干部

每年应当承办案件的数量不少于本部门人

均办案数量的一半，相关办案部门要建立

领导干部办案台账，以备查验。省院对各

级院领导干部办案情况每年通报一次。

为增强办案人员责任心，防止错案和

重大瑕疵案件发生，省检察院还制定了《错

案、重大瑕疵案件剖析点评制度》和《工作

约谈制度》，明确什么是错案、重大瑕疵案

件，在何种情况下要开展工作约谈。

套取农村危房改造资金
2人获刑36人开除党籍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日前消息，在我省针对套取农村危房改

造补助资金专项督察中，有2人分别被以贪

污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36人被开除党籍。

对群众反映的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套取补助资金、向不符

合条件的对象发放补助资金、扩大资金使

用范围等问题，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

省财政厅作出专门部署，召开了省辖市和

省直管县（市）以及问题涉及的12个县的分

管领导参加的会议，除了对问题涉及的县

主管副县长进行集体约谈外，还组织4个检

查组开展专项督察。目前，被套取和违规

发放的补助资金已全部收回，并用于符合

条件的对象。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省政府办公厅

日前发布《关于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的

意见》（豫政办〔2014〕161号），提出在全省

农村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到2020年，

每千名农业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到1.7

人，每万名居民有2~3名全科医生，县域内

就诊率达90％左右。

《意见》强调，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

机制”的要求，以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人才能

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实施农村基层卫生人

才工程，为县乡两级医疗机构培养一批下

得去、用得好、留得住的优秀医疗卫生人

才，建立一套选才、育才、留才的人才工作

机制。

在具体人才培育上，采取引进培养、在

职培训和帮扶支援三种基本途径，实施医学

院校毕业生特招、基层骨干医师培训、城乡

医院对口支援帮扶等9项计划，提高农村基

层卫生人才的职级待遇和多种政策优待水

平。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记者

日前从省文物研究所获悉，120多

座古墓日前现身位于新郑市的郑

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据专家

介绍，这些古墓为研究春秋战国

时期郑韩故城的城市布局、埋葬

制度、文化习俗等提供了更有价

值的实物佐证。

目前已经确定该墓群占地面

积约1万平方米。发掘出的120

余座墓葬中，除汉代和宋代砖墓

各一座外，其余均为春秋战国墓

葬。据初步推断，这些墓葬的主

人应属于下层贵族和平民阶层。

全国最大产能
农用装备工厂落户郑州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省工信厅日前消

息，弗雷森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大功率农业

机械装备项目日前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奠

基开工。该项目预计2016年8月建成投产，

投产后将实现6万台高端农用设备的产能，成

为我国年产能最高的高端农用设备工厂。

该项目占地面积800亩，总投资约35

亿元，主要建设年产4万台数控智能大功

率拖拉机生产线和2万台数控智能自走式

收获机械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省文

化厅日前消息，我省第三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

单日前公布，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

公司等10个单位入选，至此，我省

共有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示范基地。

据介绍，我省从2011年开始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生产性保

护”。“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方式之一，主要适用于

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类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以保

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

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

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

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而

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得

到有效、健康的保护，最终得以传

承发展。

第四批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
我省有18项

本报讯（记者成睿智）记者日前从省

文化厅获悉，在日前国务院公布的第四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中，我省有18项入选，分别是：老子传说(灵

宝市)，河图洛书传说(洛阳市)，杞人忧天传

说(杞县)，耍老虎(焦作市)，登封窑烧制技艺

(登封市)，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焦作市)，

古筝艺术(中原筝派、河南省)，遂平大铜器

(遂平县)，光山花鼓戏(光山县)，邓州罗卷戏

(邓州市)，和氏太极拳(温县)，麦秆剪贴(清丰

县)，淮阳泥泥狗(淮阳县)，棠溪宝剑锻制技

艺(西平县)，信阳毛尖制作技艺(信阳市)，买

氏中医外治法(周口川汇区)，毛氏济世堂脱

骨疽疔法(新蔡县)，浚县庙会(浚县)。

据悉，本批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共计153项。至此，全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总数达

1372项。

问：我在老家建了一个养牛场，

年出栏300~600头，现在存栏数有

500头，我如何能够得到国家补贴？

省畜牧局答：过去的“菜篮子”

项目现在改为畜禽标准化健康养

殖项目。在畜禽标准化健康养殖

项目中，重点支持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并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规模

养殖场和畜牧业专业合作社（优先

支持畜禽集中饲养的农民合作社

公共设施改造）。对符合条件的肉

牛年出栏100~300头的养殖场每

个补助25万元，年出栏300~2000

头的养殖场每个补助50万元。要

详细了解具体补贴政策，你可到当

地畜牧部门咨询。

12月18日，环境优美的汝阳县王坪乡椒沟村。地处深山区的

椒沟村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契机，多方筹资46万余元安装路灯、新

建阅报栏、铺设彩砖、改善排污设施，使昔日的穷山村变成美丽新

农村。 康红军摄

12月22日，商水县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在该县舒庄乡乔庄村录

入村民宅基地信息，为村民办理宅基地证。通过办新证和更换老

证，农民的土地权益更明晰、更有保障了。

乔连军摄

“三步两考”万象新项城市
范集镇

□本报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培锋刘永华

渑池县

发展特色农业集群

中牟县官渡镇

打造廉洁村“两委”

郑大西亚斯学院发现大量古墓

我省今年查处
24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其中厅官35人

第三批省级非遗
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布
我省已有30个

政策问答

“菜篮子”项目如何补贴？

我省实施农村基层卫生人才工程
到2020年，每千名农村人拥有1.7名医师

延津县有个老人合唱团

驿城区法制宣传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