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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工程扮靓宜居乡村长垣县

□本报记者马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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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州市

师资城乡共享
党员全员受训

春暖花开，阳光灿烂。记者走在地处豫

北平原的长垣县大地上，整洁干净的乡间道

路、树木花草簇拥的村庄，村庄外水秀花香的

池塘，让人顿生惬意。

从去年初开始，长垣县实施了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村庄净化”、“住房安全”、“设施提升”、

“美化村庄”四大工程，使广大农村面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大部分村庄实现了村外道路畅通、

村周坑塘绿化、村内干净整洁、住房安全宜居。

乡村清洁工程促进了村庄净化。一年多

来，该县共清理卫生死角6000余处，清运垃

圾7万余吨，设立简易垃圾填埋场600多处，

配备垃圾桶14.6万个、保洁员2843人、保洁

车2629辆、垃圾运输车543辆、垃圾箱1437

个，修建垃圾池1116个，覆盖全县的垃圾清

扫收集运输处理体系基本形成，全县599个

行政村有500个基本达到了无垃圾堆放、无

污水横流、无杂物当道、日常生产生活物品

堆放规范的“三无一规范”标准。

农村安居工程改善了农民居住条件。社

区建设方面，该县在建60个社区新增住宅建

设面积170万平方米，新增入住农户8500

户。同时，社区服务和管理体系得到不断完

善，南蒲、同悦等200多个村，居民办理户口、

生育、保险等手续，不用再往乡镇跑，在本村

便民中心就可以办理。

设施提升工程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安全饮水解决了蒲东、蒲西、南蒲等10

个乡镇（街道）100多个村庄的饮水安全问

题；城乡道路建设实施农村公路建设项目50

余个，建设道路137公里。其中建成的串滩

公路，连接芦岗、苗寨等4个乡镇100多个村

庄，解决了滩区30万人出行难问题。

村庄美化工程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实施村庄绿化亮化、坑塘整治、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大部分农村周边环境大为

改观，仅坑塘整治，该县就投入资金1500万

元。老区宋庄村头的一个约5亩的大坑塘，

今年3月，县乡投资10万元进行了整治，使

原本累积多年生活垃圾的臭水塘变成了环

境优美的群众游乐休闲中心。在工程建设

中，广大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明显提升，

如孙庄村干部群众在集会当天义务清扫市

场、赶集群众主动规范存放垃圾，一些群众

还为清洁工程的实施出主意、想办法，出工

出力，积极为改善农村环境作贡献。

去年以来，该县财政投入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四大工程资金1.5亿元，其中乡村清洁工

程就占了6000万元。同时根据各乡镇、各行

政村经济基础和自然地貌不同，制订了详细

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计划，明确了基本

任务、工作标准、推进节点，各乡镇和有关部

门依据工作推进计划分类实施、统筹推进，确

保农村环境优美宜居。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桂焱炜 毕

清海尚豪强)“如今在俺村，不论白天还是夜

晚都有治安队员在巡逻，白天不用担心丢东

西，晚上睡觉也比以前更踏实了！”4月19

日，汝州市杨楼镇李庄村村民程能说。

当日上午11点，在临汝镇东营村，老

党员周留堂跟往常一样正在沿街查巡，哪

个村民家的水、电出问题了，邻里之间闹矛

盾了，他都一清二楚，会想方设法去解决。

周留堂今年已经70多岁了，退休后回村任

巡防队长的他每天巡逻来回要走好几里的

路。

在汝州市公安局110指挥调度和视频

监控中心，鼠标轻点，一幅幅实时监控画面

就会展现在眼前，城区治安状况、警力分布

情况一览无余。去年以来，汝州市投入1500

余万元着力构建147个中心村技防系统，新

建300个高清监控点位、17个高清治安卡口

系统，全面提升了警务反应能力。与此同

时，该市还投资1200万元，建成平安城市二

期项目，推行“一村一警”工作体制，在全市

459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驻村干警工作站，

拥有群防群治人员24.2万人。

近年来，汝州市围绕“汝和万事兴、汝升

万事兴、汝美万事兴”的发展方略，把平安建

设纳入重要责任目标，出台相关管理和奖惩

办法，形成了统一领导、齐抓共管，社会各界

大力支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平安建设工

作新局面。

汝州市还广泛开展平安乡镇（街道）、平

安村（社区）和平安学校、平安医院、平安商

场的创建和“六五”普法宣传教育，充分利用

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宣传栏等媒体及

时宣传工作进展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法

律法规宣传活动，在全市形成了“上下联动、

整体推进，条块结合、城乡互动”的普法新格

局。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该市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

维稳、信访、公安、法院、司法等部门广泛参

与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综合平台，去年共调

解矛盾纠纷2102起，调解成功2061起，成

功率达98%，化解疑难复杂纠纷32起，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276次，预防纠纷260起。

同时，汝州市还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平安汝州”建设全过程，通

过开展星级文明村、文明户创评，让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市落地生根，形成知荣

辱、明善恶、重品行、守规矩的良好社会道德

风尚。

本报讯 为大力推行“菜单

式点学”、“送教下乡”、“集中宣

讲”等贴近基层党员的有效教育

培训方式，近日，邓州市委组织

部成立党员教育培训宣讲团，该

市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兵为38名

成员颁发聘书。该市优选的38

名政治素质好、组织观念强、业

务工作精、工作作风实的优秀同

志组建党员教育培训宣讲团，将

深入农村、社区、机关、企业、学

校流动宣讲。

近年来，邓州市委组织部始

终把党员的经常性教育培训工

作作为加强“双基”建设的重要

内容，持续探索总结基层党员普

遍受训的教育培训办法。2013

年，该市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深入

开展了“勤政为民、遵纪守法”集

中教育月活动，举办专题报告会

100多场，乡镇、村（社区）、村民

小组等基层党员干部4万多人

次受教受益；2014年，举办乡科

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大讲堂”

十余场次，培训党员干部1.5万

人次。

据悉，该市集中宣讲从5月

开始，为期两个月，实现师资城

乡共享共用，党员全员受训。

（曹相飞张少悦）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 通讯

员李叔亭）“现在，开始唱标。请

村监委会成员到位，监督唱标。”

4月15日，在巩义市鲁庄镇斜里

村，一场别开生面的招投标正在

紧张进行。在充分运用“4+2”

工作法的基础上，再多加上一道

公开招投标程序，这是鲁庄镇在

外置集体资产、保障资产安全方

面探索出来的新方法、新路子。

巩义市兴鲁粉末冶金厂是

斜里村的集体企业，其中的第二

车间已闲置多年。新一届村委

班子上任伊始，就酝酿着通过出

租车间厂房来盘活村级闲置资

源，发展村内经济，保障群众的

社保、合作医疗等民生事业，但

在如何操作这件事上，该村可是

费了一番心思。经过党员、群众

集思广益，决定采用“4+2”工作

法和公开招投标并用的方式进

行阳光操作，公平公开。

说干就干，该村先后召开了

支部提议会、三委商议会、党员

审议会、村民代表决议大会，大

家一致同意出租厂房，并将决议

公开。在如何出租、租给谁的问

题上，该村又运用招投标的办法，

在村公示栏内贴出了承租公告，

并向有意承租的人员发出了招标

书。最终，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

的共同监督、见证下，通过公开投

标、唱标，出价最高者以每年20万

元获得了厂房30年的使用权，最

终承包金额比底价溢价300%，实

现了闲置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

化，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广

这种做法，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

公开透明的运作方式，使广大党

员和群众代表全程参与，知情知

晓，为村级集体资产安全再加砝

码。”谈及斜里村的探索尝试，鲁

庄镇党委书记王乾玺如是说。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李艳华 秦

斌）在滑县上官镇西山峰村，古稀儿媳王爱珍

和她的百岁婆婆相依相守逾半个世纪的事迹

在当地传为美谈。

王爱珍今年71岁，她的婆婆已106岁高

龄。自1964年嫁过来至今，51年寒来暑往，

王爱珍将婆婆当成亲妈一样供养、孝敬，洗衣

做饭，看病喂药，把老人的生活起居料理得井

井有序、妥妥当当。为更好、更方便地照顾好

婆婆，王爱珍跟婆婆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

床，还经常陪婆婆搓搓麻将、唠唠闲嗑，其乐

融融，不离不弃。婆婆逢人爱说，自己命太

好，不知上辈子积了啥德，遇到一个天下难寻

的好儿媳。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

员李灿）今年以来，兰考县国税

局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职

能作用，多措并举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助推当地经济发展。

为更好地助推当地经济发

展，该局携手地税局入驻县行

政服务中心共建办税服务厅，

在全省率先推出“一人一窗双

机两税”联合办税模式，即由一

人操作两台机器，既办理国税

业务，又办理地税业务，真正实

现“进一个厅，到一个窗，办两

家事”。联合地税开展税务稽

察，交换涉税信息，营造更公平

的税收环境。同时，探索推进

“三证合一”服务，协调地税、工

商、质监部门，推行“一证三码”

模式。纳税人只需来到联办窗

口递交申请资料，通过部门间

的业务流转和信息共享，在一

张营业执照上打印上企业的注

册号、组织机构代码和税务登

记证号，大大简化了办证流程，

激发了当地市场活力。出口退

税方面，根据出口退税企业自

身的信用情况实施分级分类管

理，为征信度好的一类企业开

辟绿色通道“先退后审”，加大

对出口退税人员的培训力度，

将出口退税审批时间由30日缩

短到20日；积极引导企业网上

预申报，增设待审核退税提醒

业务，确保应退户数一个不漏。

该局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

时，还积极举办小微企业税收优

惠政策讲座，向小微纳税人赠阅

《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读本》

等，优化服务助力小微企业的发

展。

本报讯 4月 16日下午，永

城市在李寨镇召开了全市国土

资源暨拆旧复耕工作会议。

与会人员先后到马桥镇郭

庄村李菜园组，李寨镇彭庄村

前彭庄、苏里家村苏里家组、余

庄村朱古同村等拆旧复耕现场

观摩，并现场听取了马桥镇、李

寨镇、裴桥镇等3个乡镇负责

人在拆旧复耕工作中的典型

做法和成功经验汇报。

会议肯定了各乡镇在拆旧

复耕工作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

取得的成绩，同时强调各乡镇要

将拆旧复耕工作与补充耕地、增

减挂钩结合起来，与用地规划调

整结合起来，与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结合起

来，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等，

及早部署，迅速行动，创造性地

抓好落实。市直有关单位要全

力以赴支持、配合、帮助、鼓励各

乡镇开展好拆旧复耕工作。

会上还对拆旧复耕工作第

一阶段第一批前三名的李寨镇、

马桥镇、裴桥镇进行了表彰，颁

发了以奖代补资金共计200万

元。对卧龙镇、城厢乡等先进乡

镇进行了表彰，对行动迟缓的乡

镇提出了批评。 （付凯）

巩义市鲁庄镇

农村集体资产
再加安全砝码

本报讯（记者侯博 通讯员王永亮）眼下，

正是春管春种的大忙季节，在永城市各乡镇的

田间地头，活跃着一支支农业春管服务队，他

们帮助种田大户整地、施肥、除草，一个个忙得

不亦乐乎。这一新兴的由农民自发组织的“助

农服务队”，成为该市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

生力军。

该市每年都有大批青壮年劳力到外地打

工，一些家庭只剩下老人和妇女儿童在家从事

农业生产，时常会耽误农时，影响庄稼收成。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种田能手

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帮助缺劳力的农户以及种

田大户喷施农药防病治虫、施肥耕种等，靠自

己的辛勤劳动和技术获取相应的报酬。同时，

该市各乡镇还因势利导，积极为这些“助农服

务队”解决生产、物资和服务中的具体问题，并

牵线搭桥联系农活。

据该市农业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永

城市29个乡镇已成立近百支“助农服务队”，日

出动大型喷雾器220部，已为30多万亩小麦防

治各种病虫害一至两遍；帮助农民和种田大户

整地9万多亩，签订长期助农服务协议60多

份，深受农民群众和种田大户的欢迎。

兰考县国税局

创新服务举措
助推经济发展

汝州市

开展平安创建 百姓生活舒心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张鸿闫子

建）近日，记者来到鹿邑县王皮溜镇，自然和

谐的田园风光、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文明

清新的乡村新风，让人耳目一新。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王皮溜镇结合实

际，以完善基础设施、树立外部形象为基点，

按照科学规划、分步实施的工作要求，把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作为重要抓手，狠抓落实，让村镇美起来。

加大资金投入，做好民生项目。去年以

来，该镇为建设美丽乡村，投资90多万元，为

钟庄等6个行政村新修水泥路7.6公里；投资

400多万元，建成了白沟河大桥，现已通车；

投资100多万元，铺设了安全饮水管道，解决

了小谷庄、龙庄两个村5000多人的安全饮

水问题；投资2万余元，购买了垃圾桶等设

备，使该镇垃圾中转站正常运转。

狠抓落实，统筹推进。为建设美丽乡

村，该镇制订实施方案，采取机械与人工作

业等办法，集中开展道路、河道环境卫生综

合整治。自工作开展以来，累计动用机械

120台次，专业清理人员400人次，共清运垃

圾6000立方米，清理杂物堆310处。补植、

补造通道林6公里，种植泡桐、杨树等苗木

3000多株。

完善机制，严抓管理。该镇按照管建并

重的原则，落实农户门前“三包”。按照“村

委投、农户筹、商户集、社会捐、政府补”的模

式筹集建设资金。按照“户分类、组收集、村

运输、镇处理”方式，实现全镇垃圾日产日

清。

该镇王小庙行政村是新农村建设的试

点村。过去，村里的交通十分不便，每到下

雨天，村里人出行十分不便，该镇就加大了

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改善村容村貌，打造“道

路硬化、巷道亮化、院间绿化、环境净化、室内

美化”的宜居环境，培养广大村民讲卫生、讲

文明的良好习惯。

为了不断提高全体村民的素质，该村党

支部从抓民风建设活动载体入手，通过建设

文化礼堂、农家书屋、休闲娱乐广场等基础设

施，不断把精神文明建设引向深入。

鹿邑县王皮溜镇

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幸福家园

永城市

召开全市国土资源
暨拆旧复耕工作会议

滑县上官镇

半个世纪
婆媳相依相守

永城市

“助农服务队”
活跃田间地头

新蔡县 关注心理健康 学生快乐成长

本报讯 (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许晓熙)“你

看看这双龙凤呈祥鞋垫，精美大方，寓意吉

祥。”“咱们这儿能工巧匠还真不少啊，这动物

绣得活灵活现的，多好看。”4月17日上午，一

场农民手工才艺展在汝州市陵头镇文化站院

内举办，吸引了不少群众观看，很多人边看边

评论、赞叹。

当天，来自全镇27个行政村的50多件妇

女的绣品参加了展评，一块块碎布头在她们

手中经过加工，配上五颜六色的绣花线成了

一双双工艺鞋垫，上面的动物和景色栩栩如

生，密密麻麻的针脚精细整齐。在作品展现

场，制作人向在场的参观者介绍了制作过程，

比如小小的一双鞋垫也要经过打底、剪裁、粘

面、包边、画图、绣制等十几道工序。

近年来，陵头镇党委针对留守妇女的业

余爱好，大力开展民族特色的手工制作活动，

并多次举办绣品展评，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

精神文化生活。在当天的展览会上，主办方

表示，今后还将举办书画展、雕刻展、编织展

等充满农村特色的优秀群众作品展。

汝州市陵头镇

举办农民
手工才艺作品展

4月22日，新蔡县月亮湾中学心理老师吴冬敏在心理咨询室与学生谈心，帮助学生舒缓压力。月亮湾中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为学生建立了简洁、温馨、安全的心理咨询室，以让学生有压力或情绪不好的时候，第一时间得到心理帮助和辅导。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宋超喜摄

村庄净化 住房安全 设施提升 美化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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