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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走访记录本 承载“网格”村民情
汤阴县韩庄镇

方城县

捐款140万元
援助受灾群众

固始县徐集乡

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准备

24支电力服务队护航“三夏”鄢陵县

“每天不往街道上转一转、看一看，总觉

得心里空落落的，仿佛一桩大事没干。”“要

想做好网格长，最重要的一点是耐心倾听村

民需求，认真为群众服务。有时候帮别人把

一件小事办好，他们会永远记得你。”……这

些记录心情的语句摘自汤阴县韩庄镇北张

贾村网格长闫秀生的走访记录本。

一本走访记录本记录工作历程，承载着

村民的酸甜苦辣。相比以前赋闲在家无所

事事，如今的闫秀生已是村委会网格员队伍

中的标杆，这位老党员以他热心、耐心和细

心的服务，令他所分包的西北三街18户村

民赞不绝口。

近年来，汤阴县韩庄镇在全镇33个村

大力推行“网格化管理”制度，全镇按照“全

覆盖、无缝隙”的原则设置为四级网格，镇包

区领导、工作区长负责整个工作区，为第一

网格长；村党支部书记负责本村全面工作，

为第二网格长；村“两委”干部负责所包村民

小组，为第三网格长；各村民小组的党员、村

民代表联系到户，为第四网格长。其中一级

网格为9个工作区，二级网格为33个村支部

书记，三级网格为159名农村“两委”干部，

四级网格为1637名党员和村民代表，覆盖

全镇10185户农户。该镇统一印制了网格

长走访记录本，发放到每位网格长手中，要

求网格长定期走访群众，主动了解掌握网格

内居民的思想动态，主动做好各类矛盾纠纷

的排查调处工作，建立和完善网格化管理机

制，实行网格长动态管理、走访群众和网格

长周例会制度，确保矛盾能够及时发现、及

时化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

盾不上交”。

在这样的背景下，韩庄镇各村的包村干

部和网格化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各项工作，通

过下村入户，了解村情，以网格化管理为目

标，细化全村环境卫生整治、基层党组织建

设和各项重点工作，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早在今年初，网格成员就与村“两委”干

部走村入户，倾听百姓心声，根据走访反馈

结果，确定了今年的一系列重点实事工程。

如部落村去年被南水北调起土场占用耕地

300亩，今春按计划进行复耕，但因为地处偏

僻不好浇地，群众一致认为流转出去比较合

适，网格长收集到这一信息后，及时把情况

反馈给村干部，通过与南水北调工程管理处

多次协调，最终商定了合理的土地流转价

格，调解结果达到群众满意。

韩庄镇工官屯村分包4组的网格长江守

桥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了解到，该县移动公司

要在该村架设信号塔，周边群众担心会有辐

射，要拨打市长热线进行投诉。江守桥及时

把情况向村委会汇报，村“两委”干部积极与

移动公司进行交涉，经过几次调解后，移动公

司同意请县环保局进行专业测量，如果辐射

超标，移动公司将无条件拆除信号塔，一场即

将升级的矛盾在网格长的调解下化解了。截

至目前，全镇共调处化解矛盾纠纷97起。

本报讯 连日来，固始县徐集

乡采取措施，集中人力、财力、物

力，全力做好防大汛准备。

徐集乡临近淮河，地势低洼，

境内河流纵横，针对近段时间天气

阴雨较多的实际，克服麻痹松懈思

想，全力做好抗大洪、防大汛准

备。该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全

乡七大电排站和40座涵闸进行一

次擦拭维修，确保汛期来临能够

“排得出、顶得住”，并适时对电排

站进行了试运行。乡里备足铁丝

1000公斤、木桩500根、石料800

立方米，并全部运送到了全乡防汛

重点地段的贾庙村、王脑村两大圩

区。同时，对贾庙沈台险工段堤脚

进行了加固，完成土方达5000多

立方米。全乡人均筹集两条编织

袋共8万多条分别存放在七大电

排站内。组织机械、人力等对全乡

防汛大通道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

铺装石料500立方米，清除障碍物

60多处。

（丁昌铭）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王峰

杨明华）“俺正愁到哪儿买柴油呢，没

想到一个电话，油料供应车就来了，没

耽误俺一分钟的时间，这里的服务真

是太周到了！”5月28日，正在汝南县

常兴镇大申庄村收割小麦的山东机手

唐力高兴地说。

为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常兴镇

根据群众需求，整合部门资源，及时开

通了物资供应车、治安巡逻消防车、秸

秆打捆车，切实解决群众在“三夏”生

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油料、化肥、农药等物资是群众在

“三夏”生产中的急需，该镇组织农业

服务中心、供销社和农资经销商在全

镇222个自然村开通物资配送服务车

50辆，公布了服务电话，根据群众需

求，及时将农资送到田间地头。

“三夏”是农村不安全因素的高发

期，该镇由综治办牵头，组织派出所、

司法所，连同25个村的治安维稳小组，

将全镇划分为5个治安巡逻区，开通5

辆治安巡逻消防车，24小时不间断地

巡逻，确保“三夏”期间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为实现“三夏”期间秸秆综合利

用，确保全镇不发生一处火点，该镇要

求所有收割机全部安装上秸秆粉碎

机，并从外地引进5辆秸秆打捆机，为

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免费提供服务。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董振

万）“虽然捐的钱不多，但我希望尽自

己的微薄之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

关。”5月28日，方城县检察院干警罗

清成说。

在罗清成的身后，140余名干警纷

纷走向募捐箱，为该县日前遭受风雹灾

害的群众献爱心，短短30分钟，共筹得

爱心款11.5万余元，清点完后，由专人

负责转入了该县慈善总会为灾区设立

的专用银行账户。

5月6日23时30分，方城县北部

的杨楼镇、小史店镇、独树镇三镇遭遇

强对流天气，突降大雨、冰雹并伴随大

风，冰雹最大直径5厘米，瞬时极大风

速12级以上。据统计，风雹共造成50

多个行政村受灾，其中，9.6万亩麦田绝

收，损坏群众住房3199间。

为帮助灾区群众早日恢复生产、重

建家园，灾害发生后，方城县委宣传部、

文明办向全县发出了为杨楼镇、小史店

镇、独树镇风雹灾区募捐的倡议，为方

便捐款，该县在慈善总会设立了账号，

安排专人值班，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

慈善总会汇总后统一送交灾区群众手

中。

倡议发出后，该县公安局、检察院、

电业局、工商局等单位积极响应，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分别举行了募捐仪式，

各单位党员干部纷纷慷慨解囊，踊跃向

灾区群众捐款献爱心，目前共筹得爱心

款140余万元，预计6月上旬将通过相

关程序发放到群众手中。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

张庆伟）5月26日上午，漯河市公

安局城关分局里，一位60多岁的

老人眼含热泪，紧紧拉着民警的手

说：“要不是你们，这辈子恐怕都不

会再见到女儿。”并将一面写有“一

心为民、破案迅速”的锦旗送到民

警赵国启手中。

事情还要从一年多前说起：

2014年3月的一天下午，漯河市郾

城区60多岁的老人闫某报警称，

其女儿小妍于2007年到广东东莞

打工，2008年与家人失去联系，至

今杳无音信，怀疑被他人拐骗。

民警根据老人提供的信息进

行分析研判汇总，并多次与广东公

安机关联系。今年5月中旬，民警

通过各种努力，终于找到小妍曾经

的上网信息，但现有信息非常有

限，仅能推断小妍在海南海口，怎

么办？该市公安局城关分局领导

当即决定派民警到海口查寻。到

达海口后，民警赵国启等人深入偏

远农村、乡镇小巷、社区，还多次到

地处深山老林的村庄，夜以继日地

寻找线索，走访无数单位、部门和

村民，经常是晚上12点以后才休

息。

经过十余天的查找，民警在一

个银行客户开卡信息中找到小妍

的信息及联系方式。民警得知，该

联系方式是小妍一个朋友的联系

方式。通过小妍的朋友，民警最终

找到了小妍。

当老人闫某拉着几年未见的

女儿的手时泣不成声。民警了解

到，小妍因为在外挣不到钱，觉得

无颜面对家人，不愿与家人联系。

经民警耐心说服教育，小妍终于答

应回家看看，并经常和父母联系。

5月26日下午5点，位于叶县

田庄乡西孙庄村的平顶山市顷园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院内，该公司经

理张顺打开手机，只见手机屏上显

示：EC，2.25；PH，6.0。“现在指标

正常。”他向记者说道。

离张顺几十米外，就是两个蔬

菜大棚，里边分别种着羊角脆和绿

宝石两种甜瓜。“手机上显示的就

是大棚内甜瓜的配肥浓度和酸碱

度。”张顺解释道。

顷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一

家蔬菜种植公司，总面积130多

亩，有11个大棚。

张顺今年44岁，西孙庄村农

民，曾经打过工，也从事过运输。

几年前，在经历多次考察后，田庄

乡鼓励村民种植蔬菜，并每30亩

配打一眼井。“在领导们的支持和

引导下，我认为干这行能长远。”张

顺说，2011年他开始种植蔬菜，当

年就赢利100多万元。为种好蔬

菜，他到外地多个地方参观学习，

在不断引进新品种实施转型的同

时，还积极升级管理模式。

今年年初，张顺在引进无土化

蔬菜种植技术的同时，又投资10

多万元购置两套水肥一体机。水

肥一体机是由一个电脑操作台和4

个塑料桶组成。张顺介绍，前3个

塑料桶分别装着不同的肥料，按照

电脑操作台的配比指令，进入到第

4个塑料桶后与一定比例的水混合

后，再被输送到大棚内浇灌甜瓜。

“现在一天要浇8次，每次浇灌量

小但很均匀。”他说。

在大棚中部，埋于地下的还有

一个塑料桶。张顺介绍，这是收集

桶，浇灌后的肥水再统一被收集到

桶内，攒到一定的量后又会被自动

抽送到水肥一体机前，经过消毒等

程序处理后再次循环浇灌蔬菜。“既

高效又不浪费，浇地也不需要人管

了，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他说。

“只要控制住了操作台，管理问

题就全解决了。”张顺继续介绍道，他

将电脑和手机与操作台联网，操作台

屏幕上的EC值、PH值也随时出现在

电脑和手机屏幕上。随着生长期的

变化，蔬菜对水肥的需求会发生变

化，就需要改动相关参数。由于实现

了联网，在操作台、电脑或手机上，均

能实现管理参数的改变。有一次他

在郑州出差，就在手机上轻松地改变

了水肥配比的参数。

科学的浇灌和水肥配比确保

了蔬菜的质量。目前张顺种植的两

种甜瓜刚刚收获了第一茬，产量比

传统种植方式提高了一倍，糖分值

也高出一大截。由于瓜的口感好，

平顶山市区的德信泉等超市与其签

订了供货协议，近期就会上门采购。

“这物联网确实解决了大难

题，现在，俺真的躺在被窝里也能

管好菜了！”张顺自豪地说。他还

透露，今年，他准备将物联网普及

到公司更多的大棚里。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陈军）5月

27日，在鄢陵县马坊乡后彪村麦地里，8名

鄢陵县供电公司电力服务队队员在对供电

设施进行认真巡视、检修，发现安全隐患及

时消除整改，确保“三夏”期间农民用电无

忧。

“三夏”来临之际，鄢陵县供电公司提前

谋划，精心备战夏收、夏播和夏管，抽调专业

人员170余人，成立了24支“三夏”电力服

务队，分责任区走村入户进田间，拉网式巡

查维修用电设施，现场受理临时用电、低压

报装业务，第一时间解决农民用电方面的实

际困难和问题，真正把优质电能送进田间地

头。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安全用电常识，提醒

农民不在高低压线路下设麦场、堆麦垛，并

设置警示标识，防止农用机械误撞碰电杆、

拉线。同时，调控中心科学预测电力负荷，

合理安排运行方式，备足抢修物资和车辆，

24小时畅通95598客户服务热线，用优质

服务守望全县丰收麦田。

截至目前，“三夏”电力服务队共散发宣

传材料4000多份，张贴宣传标语600多条，

巡查维修线路400多公里、配电变压器240

多座，整改隐患36处。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

赵建昌 戚富岗）商水县白寺镇创

新工作方法，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

调解体系，实行镇村调解组织网格

化，今年以来调解矛盾纠纷53起，

调解率 100%，群众满意率达

100%，有效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该镇在全镇23个行政村均设

置了矛盾纠纷调解办公场所，完善

了硬件设施。建立调解工作制度、

例会制度，每周召开班子会及时研

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主动作为，以情感化，着力把

信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对该

村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员和镇矛盾

调解中心成员及包村干部进行集

中培训，帮助他们熟练掌握相关法

律知识和业务常识，清楚调解的程

序、调解的原则、调解的方式等，要

求他们当好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

员、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员、党和

政府与群众沟通的联络员、社会不

安定因素的预警员。

5月24日，漯河市民付女士在该市源汇区众启农业种植园内采

摘桑葚。近年来，漯河市源汇区马店村群众在种植大户陈明乾的带

动下发展特色桑葚规模种植，并于每年五、六月桑葚成熟期间举办桑

葚文化采摘节，吸引周边大批市民来园采摘。

本报记者仵树大通讯员尤亚辉摄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郑志磊 胡

卫刚）5月22日上午，阴霾的天气随风送来一

丝丝凉意，在襄城县库庄镇农机专业合作社

门口，该镇水坑陈村种粮大户李创烈正为今

年租赁的三台小麦联合收割机安装粉碎刀，

妻子则在家里清扫几座大型的麦囤，做收割

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李创烈家承包的优质小麦田里，他拽

起一个麦穗说：“瞧，多饱满，今年又丰收了！”

“今年咱们这儿的天气风调雨顺，小麦生

长情况很好，前几天，连续有大风大雨天气，

咱们选种的小麦品种秆矮、早熟、抗倒伏、抗

干热风，没有受到影响。”李创烈说，前一段时

间小麦突发条锈病和穗蚜虫等病害，县里和

镇上及时组织农技人员开办了培训班，他也

加强了后续管理，才有了今年的好收成。

李创烈一共承包了该村的110亩低洼

地，其中桃树种了20亩，小麦、西瓜套种80

亩，小麦、红薯套种地块10亩。按照亩产千

余斤来计算，他今年可收获小麦8万斤以上，

除去种子、化肥、浇水等费用，小麦纯收入能

在5万元左右。“庄稼丰收增产是咱种地人最

大的喜事。”李创烈说。

据了解，在种粮前，李创烈一直做着其他

小生意，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惠农政策出台，他

从中嗅到了“商机”，陆续承包了100多亩地，

成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李创烈说：“国家

的强农惠农政策就是俺们农民的靠山。就拿

种小麦来说吧，俺有一个存折，政府定期往里

存小麦直补和农资涨价补贴，数字是年年上

涨，俺一年光补贴就能领到5000多元。购买

农机，国家也有补贴，俺购买了一台拖拉机，

补贴了1000多元。通过补贴，俺的拖拉机、

播种机、施肥机早都配齐了。”

“说啥也不能一把火把秸秆烧了，今年俺

家的秸秆都有‘婆家’了，县万华板业驻俺村

秸秆销售经纪人跟俺签订了收购合同，小麦、

红薯套种的地块，我就直接秸秆还田，不污染

空气，还改善土壤，增加养分，一举两得。”李

创烈说。

看到今年小麦丰收已成定局，李创烈先

前悬着的心落了地。“现在没啥说的，就是要

继续好好种田，争取明年产量再提高一些。”

尝到种粮甜头的李创烈表示，要扩大小麦种

植面积，好好赚上一笔。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路瑜

汝南县常兴镇

开通便民车
服务更及时

商水县白寺镇

建立矛盾纠纷调解体系

漯河民警

跨省为老人找回失联女儿

叶县农民张顺

物联网智能种菜保品质
□本报记者丁需学通讯员杨沛洁

襄城县种粮大户李创烈

庄稼丰收是最大的喜事

近年来，汤阴县伏道镇以食品、医药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大

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并把金银花种植作为该镇新兴的主导高效

中药材之一，落实并制定相关奖补政策，目前，全镇已种植中药

材5000余亩。图为5月27日该镇农民正在采摘金银花。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鹏飞摄

5月24日下午，尉氏县洧川镇许寨村农民在麦田进行统一选种留种。连日来，该镇种子管理站抓住小麦成熟前的关键时期，组织技

术人员来到田间指导农户对小麦种子进行去杂和选种留种，以确保良种纯度，提高小麦种子质量，为秋种备足备好高质量小麦良种。目

前，全镇小麦良种选种面积已达2600余亩。 本报记者董伦峰通讯员王水田摄

尉氏县洧川镇尉氏县洧川镇 麦田去杂选种忙麦田去杂选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