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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县：“不作为、乱作为”就上曝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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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

修身行善 全民行动

南召县

1000万元重奖发展“排头兵”

本报讯 （通讯员杨晓申 韩俊峰 记者

曹国宏）今年以来，镇平电视台的“清风玉

乡”栏目收视率特别高，一些机关单位和工

作人员作风浮漂、效率低下、推诿扯皮、不守

规矩、以权谋私的种种乱象频频被曝光。

“那天就在电脑上玩会儿游戏就被纪委

录像了。都不知道啥时间被人家发现了，咋

就被曝光了。”一位被“清风玉乡”栏目曝光

的机关工作人员心有余悸地说。自去年以

来，镇平县为改进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能，

切实整治“机关病”，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一

场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专项治理的“效能风

暴”。

在专项整治期间，该县纪检监察部门采

取明察暗访、实地查看、现场录像等方式，对

检查中发现的不作为、乱作为行为坚决予以

曝光，问题严重的启动效能问责联动机制，

综合运用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手段，对违

反纪律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追究相关领

导责任。同时，始终保持明察暗访常态化、

通报曝光常态化、社会监督常态化，促使广

大党员、干部主动适应作风建设从实的新常

态、追责问效从严的新常态、监督检查从紧

的新常态。

截至目前，该县对违反工作纪律等80

个问题进行了电视曝光和通报批评，对40

名违纪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9人，组织处理31人。

4月15日下午，由汤阴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联合举办的“缘定春天 爱在汤阴”单身青年趣味运动会在该县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门前广场举行。此次运动会共有3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200多名单身青年参与，包含乒乓接力、同舟共济、杯水传情、鹊桥相会、

爱情天地、爱的承担等环节。整个运动会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秦名芳 通讯员 王计亮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世冰 杨鸿

举 记者段宝生）过去，清丰县大屯

乡道路泥泞不堪，村庄杂草丛生、污

水横流，乱堆乱放、乱扯乱挂等现象

屡禁不止。为此，大屯乡开展了以

“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美丽大屯”为

目标的乡村环境整治活动，立足

“通、净、绿、亮、文”，着力打造“生产

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

洁、管理民主”的新大屯。

通：修通乡村道路，构建畅通路

网。在裴刘线修建6.5公里公路，与

阳子线、清苏线形成“两纵一横”的

主干路网，连接了周边4个乡镇；修

建东赵楼、店上、贺庄等村道9公里。

净：清除堆放垃圾，净化乡村环

境。针对农村垃圾乱倒、污水乱排

的现状，聘用专职保洁员10名，加

强管理与考评，实行“定点投放、定

时清运、定点处理”的卫生保洁长效

机制。

绿：开展绿化工作，打造绿色走

廊。在阳子农业示范带植树25.97

万株，构建绿色屏障；按照每300亩

一个网格，建设1.23万亩的生态林

网，栽植泡桐6.15万株；在裴刘线两

侧栽植绿化树木4000余棵，建成通

往大屯的绿色走廊。

亮：进行沿线亮化，打造明亮乡

村。粉刷裴刘线沿线墙壁2.1万平

方米；在裴刘线沿线安装路灯150

余盏，方便群众夜晚出行。

文：抓好精神文明，打造人文家

园。开展“五好文明家庭”、“星级文

明户”评选等活动，修订完善村规民

约，开展广场舞、秧歌、乒乓球、读书

等文体活动，组织贺庄背阁队、大屯

集抬阁队等开展文艺演出。

4月16日，记者走进社旗县李店镇下

郭村丙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访，合作

社里的新鲜事让记者眼前一亮。

在一个一亩地大小的无公害大棚里,一

棵棵西红柿栽植整齐，枝芽上不仅开满了小

花，而且结出了圆润诱人的果实。记者看

到，不时有蜜蜂在西红柿花中飞来飞去。

合作社理事长张丙玉说，今年他花450

元钱引进了一箱荷兰雄蜂。采用雄蜂生物

授粉技术，能使果型圆润饱满，色彩鲜亮，

口感纯正，减少空果数量，提高单果重量。

使用这种技术，还省去了人工抹花的繁琐，

可以节省劳动力，降低人力成本。

晒了戴“太阳帽”，热了开“空调”，渴了

“喝”滴灌水……记者在一座占地近4亩的

智能大棚里看到，生长在这里的蔬菜享受

着四季恒温、温暖湿润的生长环境，舒展嫩

芽，茁壮成长。

“所有的工作只需要按动一下按钮就

能轻松搞定。”张丙玉指着安装在门口的一

个控制箱说，用普通大棚种植蔬菜，气温高

了得把薄膜掀掉，气温转低，又得马上把膜

盖好，耗时费力。而智能大棚顶上装了遮

阳网、水帘式降温机等设备，需要的时候只

要按动一下按钮就可以了。“比如光照太强

烈，这个黑色遮阳网可以自由开合，它就好

像人们戴的一顶‘遮阳帽’。”

本报讯（通讯员廖纪明 廉徳

留 记者曹国宏）近日，南召县委、县

政府隆重举行2014年度表彰大会，

县财政拿出997.64万元重奖年度十

项重点工作和绩效考评先进单位，

对“十佳政法干警”、党管武装好书

记、标兵党支部书记、优秀党员等一

大批先进个人进行通报表彰。

这次表彰大会南召县首次拿出

近千万元隆重奖励一批经济和社会

发展“排头兵”，县里一次性拿出119

万元对全县科学高效发展绩效评价

先进单位进行奖励，拿出22万元奖

励招商引资先进单位，拿出244万

元奖励31个项目争取先进单位，拿

出75万元奖励农村农业工作先进

单位，拿出24万元奖励产业集聚区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

今年75岁的崔忠庆是杞县的一位农民，自幼喜爱书法艺术，尤其擅长

微书。2008年，他创作的16幅微书长卷《孙子兵法》作为礼物赠送北京奥组

委。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他萌生了“微书倡廉”念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

先后把当地历史上有名的廉洁人物——一代廉相伊尹、铁面无私黑包公包

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微书在葫芦上，供人们鉴

赏学习。 本报记者 董伦峰 通讯员李世强刘银中摄

4月15日上午，在平顶山市湛河区文化

馆大厅内，40余名戏曲爱好者正在戏曲专家

的指导下练习假声唱法。据了解，自2013年

以来，为丰富城乡居民文化生活，该区聘请专

业教师，在区文化馆内，面向辖区居民开展

“教你一招”活动，定期举办美术、书法、摄影、

器乐、舞蹈、戏曲等文艺知识普及活动。据统

计，三年来，该区共举办“教你一招”免费培训

班30余期，辖区千余名居民接受了培训。

本报记者 丁需学 通讯员 唐要普摄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员任

学军 蒋士勋）近年来，荥阳市用身

边典型引领，用正能量凝聚发展合

力，先后涌现出李春风、马英、王西

广等一批“中国好人”。4月上旬，荥

阳市借势启动以县、乡、村、社会为

主体的“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全民

行动，旨在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和公

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升，凝聚新常

态下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增强发

展后劲和竞争力。

在“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全民

行动启动大会上，荥阳市出台《关于

开展“修身行善 明礼守法”全民行

动的意见》，计划用5年时间，通过

开展精神层面“十大工程”，促进精

神文明建设和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

提升。十项工程分别为：公民素质

提升工程、干部尚德养廉工程、文明

创建推进工程、美德少年培育工程、

法治城市促进工程、诚信体系建设

工程、和美环境营造工程、优秀文化

传承工程、志愿服务普及工程、全民

慈善工程。

本报讯（记者孙雅琳通讯员何京辉武

艳霞）近日，为了解育龄群众的二孩生育意

愿，武陟县人口计生委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到15个乡镇、街道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工厂学校，对49周岁以下不符合现行生

育二孩规定的且只有一个子女的已婚人

士，进行了有关二孩生育意愿的调查。截

至目前，共发放调查问卷2000余份，接受

二孩生育意愿调查1918人次。

据了解，此次调查内容包括：49周岁以

下不符合现行生育二孩规定的且只有一个子

女的已婚人士的职业、年龄，第一个孩子性别

及出生时间，是否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想生

育第二个孩子的原因，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

的时间，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原因等。

在调查对象中，29岁的李小薇是一个

6岁女孩的妈妈，她觉得为了自己将来有更

好的保障，希望再生一个；而现有一个男孩

的刘军，则表达了“孩子没人带，一个就够

了”的想法……调查显示，在45岁以下的已

婚女性中，半数以上（55.7%）的人明确表示

“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

愿的仅为18.6%，25.7%的受访群众对是否

生育二孩表示“现在不好说”。

从城乡来看，农村女性生育二孩的意

愿要高于城镇女性。在有二孩生育意愿的

女性中，“孩子有伴不孤单”是她们想要两

个孩子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不少女性

是出于养儿防老的目的，希望“将来老了多

一个孩子照顾”。

清丰县大屯乡

“梳妆打扮”越来越美

社旗县丙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遮阳降温，按钮一按就搞定！
□通讯员杨银鹏李崇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 曹国宏

武陟县开展生育二孩意愿调查

半数以上妈妈表示“一个就够了”

杞县七旬老人“微书倡廉”

汤阴县举办单身青年趣味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夏占民 翟晓陆）“线路改造电压稳，

俺老百姓打心眼里高兴，我代表乡

亲们谢谢电业局。”4月16日，临颍

县杜曲镇周庄村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现场，村主任田志明望着正在加紧

改造的线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周庄行政村辖5个自然村，有

2200多口人。去年，临颍县电业局

已经对该村的4个自然村进行了线

路改造，还剩一个周庄自然村没

有改造。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家电的

普及，该村一台100千伏安变压器

已不堪重负，加之供电半径大、线径

小，导致低电压问题日渐突出。

为了让周庄自然村群众早日用

上舒心电，临颍县电业局安排颍晖

实业电力安装人员从4月12日开始

对该村线路进行升级改造。

“我们早上7点开始施工，简单

吃过午饭后接着干，下午收工都在6

点以后了。”施工负责人宋书民告诉

记者，目前立杆工作已进入尾声，4

月17日开始架线，全部工程计划25

日完工。

据了解，为彻底解决农村低电

压和供电“卡脖子”问题，临颍县电

业局积极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

改造后的农村电网配电可靠率、电

压合格率显著提升。目前，该局

2015年农网改造升级工程已经全面

展开。

临颍县电业局

解决农村供电“卡脖子”问题

千余居民受益
“教你一招”

连日来，西平县吕店乡烟墩村，一个英

雄的名字被人们传颂。他叫李到信，今年31

岁，一个在深圳工作的河南籍保安。

河南小伙 深圳火海救人让出呼吸器

2月14日15时28分，深圳市南湾街道

吉厦社区阳基新天地家园一栋楼的15楼突

然发生火灾，正在小区巡逻的保安李到信听

到呼救声后，飞快地拿起灭火器和同事一道

冲上楼去，迅速扑灭门口的大火，救出两名困

在卫生间里的业主，并把呼吸器让给了伤者。

火势凶猛，李到信没有后退，毅然跑到

楼上疏散人群。突然，屋里发生爆炸，李到

信被突如其来的气浪推了出去，负伤休克，

被随后赶到的消防战士救出。

受伤的李到信被紧急送往深圳市第二

人民医院，此时他已呼吸困难，脉搏非常微

弱，被直接推进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

得知李到信救人受伤的英勇事迹后，小区

业主和深圳市民纷纷自发赶去探望，为他募捐。

在李到信住院治疗期间，他所在的物业

公司和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事处共为

他垫付医疗费用130多万元。

重度烧伤 两个月后与世长辞

在医院，李到信先后接受五次烧伤植皮

修复手术，头肿得像气球，分辨不出鼻子和

眼。他一度病情好转，可以进食、说话。然

而，终因伤情严重，多次出现病情突然恶化

的情况。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31岁的李到

信还是于4月14日凌晨3时因出现严重的

感染并发症重度昏迷后，永远地离开了他挚

爱的家人和关心他病情的好心人。

李到信的父亲李九周得到儿子受伤的

消息，就连夜飞赴深圳。经医院特批，他和

家人可以每天探望儿子一刻钟。得知到信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消息后，老人还有些不相

信。他嘴里反复念叨着：“不可能，不是说再

做两次植皮就能离开重症病房了吗？咋会

说走就走了呢？”

噩耗传来 家乡人民忆英雄

李到信是西平县吕店乡烟墩村人。李到信

去世的消息传到家乡，村民都表示不敢相信。

“得知毛毛（李到信的小名）救人的事，

我们村里没有不掉泪的。这孩子太好了，懂

事，有礼貌。”张荣老人哽咽着说。

“以前我拉架子车走到这里，拉不动，小

孩不大时就帮我推车。最近，我都不知道哭

了多少次，为这孩儿心里不得劲。”王娥泣不

成声地说。

西平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知道李到

信的英雄事迹后，立即指示县宣传部门、县民政

部门有关同志赶赴深圳，为其家人送去了1万元

慰问金。共青团西平县委也在４月16日发出

倡议书，号召全县团员青年学习李到信心系社

会、勇于担当、不遗余力、默默奉献的精神！

刚刚从深圳赶回来的西平县委宣传部

副部长张建伟告诉河南日报农村版记者，李

到信去世后，他生前所在的单位正在给他协

调工伤赔偿，深圳市南湾街道也正在积极为

英雄申报见义勇为基金。英雄家乡西平县

吕店乡党委书记也在第一时间赶赴深圳看

望了英雄及其家人，并为他们送去1万多元

慰问金。乡里明确表示，为有李到信这样的

英雄感到自豪，今后一定会在医疗及子女入

学等方面尽量照顾英雄的家人！

河南保安李到信 深圳救火真英雄

本报讯 （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刘艳红）

“黄庄村：3月18日，完成四项基础制度分项

细化的第4项、第5项、第7项；3月23日，完

成第12项、第16项；3月25日，完成第1项、

第2项及剩下的项目。”在禹州市方岗镇农业

服务中心主任刘春阳的工作日志里，有一张

“四项基础制度推进台账”，记录着她分包的

黄庄村基层四项制度建设未完成的“欠账”。

在该镇，所有24个村的机关包村干部和

刘春阳一样，每人手里都有一张这样的详细

“欠账单”。这张“欠账单”把各村四项制度建

设细化量化的每一项内容都详细标明完成时

间，就连周六、周日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这

是该镇以“工作欠账法”力推农村四项基础制

度建设的一项措施。

去年以来，方岗镇积极推进农村基层四项

基础阵地建设，镇党委成立了党委书记任组长

的推进办公室，把各村四项基础制度建设细化

分解为6个大项和17个小项，保证每个村都达

到“有旗子、有牌子、有办公设施、有电教设施、

有制度版面、有公开栏”的“六有”标准。

力推基层四项基础制度建设

禹州市方岗镇用
“工作欠账法”

□本报记者 中原三农网记者黄华

通讯员刘静 胡军华

李到信当年入伍时的照片李到信当年入伍时的照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家乡政府表示，将开展学习英雄活动，照顾好英雄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