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罗孝民 高

峰）日前，位于嵩县的中国黄金集团嵩县黄金

基地又迎来一批前来学习的外地企业的工作

人员。来访者络绎不绝，缘于嵩县黄金基地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截至今年9月，该

公司已实现销售收入17.7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3.3%。

今年，由于黄金价格持续下跌，全国不少黄

金生产企业处境艰难。中国黄金集团嵩县黄金

基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强化内部管理，实现扭

亏为盈，引发不少黄金生产企业的关注。

“创新是企业的生命，也是我们保持优势

的底牌，别人干不了的，我们能干，别人能干

的，我们干得比他们更好！”该公司总经理王

瑞祥说，通过自主创新，公司已拥有以生物氧

化提金工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成

果，有效提高了选矿品位，降低了生产成本。

凭借科技创新这一“独门秘籍”杀出一条生

路的企业，在嵩县并不鲜见。近期，一场技术变

革也在嵩县开拓者钼业有限公司悄悄进行。

“目前钼价大跌，从事钼业加工的企业大

都已经停产，但我们的企业发展良好，产品供

不应求，截至今年9月，利润同去年全年持

平。”嵩县开拓者钼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

志红信心满满地说，临近年末，他们之所以不

犯怵，主要归功于利用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

对粗钼砂原料进行深加工提取出的高纯二硫

化钼等钼系列制品，与初级的粗加工钼砂相

比，企业产品身价倍增。

“创新领头，质量立企，我们不担心国内

市场低迷，因为公司80%的高质量产品都出

口到美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家，公司已

成为世界排名第三的二硫化钼生产商。”陈志

红说。

传统制造企业积极创新、扭亏为盈，新兴

产业也饱尝了自主创新的甜头。

洛阳民生药业集团独家研制生产的祛风

湿止痛散、小儿清热解毒口服液获得我省重

大科技成果奖、全国首届百病克星大赛铜

奖。该集团在位于嵩县产业集聚区内建设的

华美生物医药产业园，计划在完成医药制造

全产业链布局的同时，将积极“走出去”，为国

内外知名医药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代工服务，

努力打造医药制造领域的富士康。

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离不开政府的牵引

和扶持。嵩县科技局负责人介绍，嵩县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确保万众创新，助力企业发

展。

“科技创新正成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

强大引擎。”嵩县县委书记徐新说，下一步要

着力强化组织保障、政策配套，财税支撑，全

面筑牢科技创新保障基础，提升科技支撑能

力，增强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在矿产资源深

加工方面，加快开采型企业向精深加工企业

转化，在生物医药方面，实施医用疫苗开发等

项目，拓展生物医药产业，促进科技与产业深

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企业转型升级，推动

县域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特约记者宋会杰

张珂）实施新能源项目8个，其中，风电项目2

个、光伏项目6个，总装机容量308兆瓦，总

投资约30亿元。这是今年宜阳县新能源综

合利用产业发展的最新成绩单。

“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日前，在宜阳

县船城风电场，中国华电集团宜阳协合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积立指着高耸的“大

风车”笑着说。

风一吹，“大风车”一转，就能发电。范

积立所说的“馅饼”，就是风力发电带来的效

益。2014年8月，由中国风电集团和华电福

新能源公司联合投资建设的宜阳县船城48

兆瓦风电场升压送出工程正式动工，目前，

分别建在宜阳县樊村镇牵羊坡和虎庙山上

的24台风塔，已有21台实现并网发电。

这些“大风车”的建成，改变了洛阳市传

统的以火电为主导的发电、供电模式，填补

了该市风力发电的空白，也成为宜阳县新能

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的又一亮点。

宜阳县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得天独厚

的自然环境使宜阳拥有丰富的风能、水能和

太阳能资源。

目前，国家大力扶持水电、风电、光电等

新能源项目建设，开发使用新能源成为寻找

可持续发展途径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

突破口。如何才能让宜阳丰富的自然资源

转化为新能源，使新能源产业成为宜阳经济

发展的新优势？

去年，宜阳县组织发改、国土、林业、电

力等部门及各乡镇对全县资源状况进行普

查，在摸清风力、太阳辐射、土地、林业等资

源禀赋和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确定了西南风

力发电带、东南风光互补区等重点发展区

域，为新能源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8月，宜阳县进一步明确了新能源

产业发展定位、目标、路径、步骤等战略内

容，出台了《宜阳县新能源项目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等相关政策，为新能源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目前，宜阳境内已有并网小水电站15

座；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13个，其中并网发

电7个、在建5个，装机总容量近100兆瓦；

48兆瓦风电项目2个。

发电项目的建成，必须有电网建设的强

力支撑，否则，有电送不出，资源将白白浪

费。目前，宜阳县已建成220千伏变电站1

座、110千伏变电站5座、35千伏变电站29

座，变电总容量达1042兆伏安；拥有35千伏

及以上高压输电线路362.87千米，10千伏及

以下配电线路4854千米，成为一条条新能

源输出大动脉。

据介绍，宜阳电网预计今年将吸纳风、

光、水等“绿色电量”近3亿千瓦时，与燃煤火

电相比，全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3.7万

吨。明年，宜阳县计划新开工新能源项目5

个，总装机容量300兆瓦，新能源产业已经成

为宜阳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12月14日，记者来到洛阳市伊川县吕店

镇西河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美丽的乡村画

卷：新修的水泥道路，干净卫生的村容村貌，

整齐的民居，幸福写在每个人脸上。

该村70多岁的郝滚子大爷激动地说，

“这都是会民这娃子领得好啊！”

郝大爷说的“会民这娃子”，就是西河村

的党支部书记温会民。

帮贫济困的贴心人

今年47岁的温会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高

中毕业就钻研种植西红柿，并带领乡邻种植，使

部分村民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模式，收入倍增。

由于西河村人多地少，许多村民赋闲在

家，赌博等恶习十分普遍，看到这个情况，他

又组织了劳务队，出门揽工程。由于他吃苦

耐劳，干的活又好，劳务队渐渐有了名气，随

后，竟然和国企永煤集团合作，承包了井下作

业工程。他凭着自己的实干、苦干和诚信，带

领自己的团队在永煤集团各个矿区创下了一

个又一个优质工程和骄人业绩，深得永煤集

团领导的赞誉和好评，同时也解决了该村富

余劳动力的出路。

温会民富了，也带动村里大部分村民致

富了。他成了乡邻心目中的名人、能人。

2009年，在群众的期盼下，温会民回村

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

温会民说：“我是农民，我当村支书不是

图着占村里便宜的，我虽然富了，但看到贫困

的乡村，心里难受，我当村党支部书记就是要

实实在在为乡亲们出把力，流点汗，带着乡亲

们早日富起来。”

李庚臣是西河村七组的群众，患病半瘫，

妻子是聋哑人，家庭困难，温会民数次往返乡

民政所申请、协调，为其办理低保，又通过各

种朋友关系，为李庚臣的儿子在建筑公司安

排了开塔吊的工作。2014年，李庚臣正在上

高中的女儿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温会民

知道后马上送去1500元，并承诺：“一直帮你

到大学毕业。”

2014年，西河村五组群众郝永森突发脑

溢血住院，温会民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协调治

疗，积极和民政部门协调救助，他自己带头捐

款，还号召全体村民捐款，通过大家努力，郝

永森得到了及时医治，转危为安。

温会民心系百姓，默默无闻为百姓帮困

解贫的善举赢得了民心，凝聚了民心，也使基

层党员的形象在群众心目中得到了提升。

办实事的村支书

西河村的群众说：“温书记为群众办好

事、办实事，所以群众都信服他！”

2013年，温会民积极筹划项目，为村里打

了一个百余米深的机井，使村民家家吃上了

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西河村是由西寨村、西河村、刘沟村三个

自然村组成，由于居住分散，进村主干道狭窄

且年久失修，脏乱差现象严重。温会民不辞

辛苦，一趟趟地跑，一遍遍地申请，在获得上

级项目支持后，他自己垫资，终于使各自然村

街道95%以上得到硬化。

今年，在政府的支持下，西河村三个自然村

之间各路段全部贯通，硬化总长度达8000余

米，大大方便了村民的出行和生产生活。

西河村发展的领路人

2013年，在温会民的倡导下，西河村实行

了部分土地流转，实行土地集约化管理，把西

岭薄地流转改种经济作物，改善了种植模式，

增加了农民收入。

2014年，温会民开始进行农田改造，通

过深翻、平整，把昔日坡地变成了保水保墒的

良田，第一批工程改造良田400余亩。现已

开工的农田改造第二批工程正在进行中，计

划改造梯田900余亩。

“下一步，在优化种植结构的同时，将大

力发展肉牛养殖，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带动

农民致富。”温会民正绘制着西河的未来。

本报讯（特约记者郭建立 许

金安 通讯员张磊）最近，新安县纪

委工作人员明显比先前忙碌了许

多，有时节假日也顾不上休息。工

作量大增的背后是他们在办案过

程中又多出一道程序——整理违

纪事实卷宗。

“以前，在查处违反八项规定

和‘四风’问题时，我们只是根据

其违纪事实给予通报批评、效能

告诫、诫勉谈话等处理，情节较

轻、不触及党纪政纪底线的，一般

不会装订成卷走审理程序。”该县

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仝建军

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

严执纪要求，真正把纪律挺在前

面，今年以来，该县创新工作方法，

坚持执纪从谈话做起、监督从检查

做起，由先前的“党政纪处分卷”一

项，扩展至五项，使各类违纪行为

无处遁形，记录在案。

一是党政纪处分卷。在坚持

常规党政纪处分卷要求的基础上，

补充了“一案双书”材料，即每一起

党纪政纪处分案卷中必须印制和

收录说理性处分决定书和纪检监

察建议书，增强了党政纪处分的教

育效果、预防效果。

二是组织处理卷。树立党纪

政纪处分是执纪，提醒诫勉谈话、

责令写出检查、通报批评、暂停职

务、调整岗位等组织处理措施也是

执纪的新观念，将组织处理措施也

作为执纪的重要手段，规范程序，

建立案卷，增强严肃性。

三是责任追究卷。也叫问责

卷，是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

定，对“两个责任”落实不力问题实

施责任追究时所建立的案卷。该

县明确了11种问责形式的具体程

序，包括下达问卷决定书、实施问

责、问题整改、资料立卷等。

四是信访举报卷。对每起群

众信访举报线索和上级批转信件

都要认真调查，按照“拟立案、初

核、暂存、留存、了结”五类处置方

式和标准进行处理，调查材料和处

置材料都要归档入卷，实行一案一

查、一案一卷。

五是监督检查卷。检查组要

对开展的每一次监督检查工作，都

按照程序制订检查方案、制作检查

记录、进行问题处理等，相关资料

都要按照“一次检查一部案卷”的

要求整理归档，既规范了监督检查

程序，又巩固了检查成果、加强了

检查成果的运用。

“五项案卷”就像是一剂定影

剂，让违纪者无处遁形。今年以

来，全县共建立五项案卷416卷，

警示教育效果明显。

本报讯（通讯员苗雯）今年以来，洛阳市

瀍河区纪委按照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聚焦主业，积极履职，

构建反腐倡廉工作新机制。

强化责任担当，推动“两个责任”落实到

位。编印了《瀍河回族区“主体责任落实年”

学习手册》，探索完善签字背书、述责述廉、纪

委约谈等压力传导方式，明确定期督导、专项

巡察、分层约谈、通报曝光、日常考核等问题

发现和督促整改方式，严格实行“一岗双责”、

“一案双查”和定期通报制度，对全区落实“两

个责任”不力的4家单位进行了责任追究和通

报曝光。

搭建“三个平台”，实现廉政教育全覆

盖。 搭建了“瀍河纪检监察网”、“清风瀍河”

政务微博和“瀍河区纪委”官方微信，每日更

新，及时发布廉政资讯，解读党纪条规。目前

已覆盖全区党员干部363人，累计推送信息

510余篇，收纳素材302个，开展在线测试1

次，廉政提醒19次。

建立“四本台账”，推动工作质效提升。

建立案件查办台账、监督检查台账、专项治理

台账和信息调研台账制度，对案件线索分类

标注线索来源，案管室统一编号管理，随时动

态掌握办案进度，并实行限时办结。四项台

账实行月上报、月点评、月考核，凡是工作进

展缓慢的科室，科室主任在全体会上进行表

态发言，并拿出下步具体整改方案。

完善“五项机制”，推进执纪监督问责常

态化。借力反腐败协调机制，实行常态化监

督检查机制，推行信访举报研判机制，健全案

件查办推进机制和完善案件通报曝光机制。

目前查处违反作风纪律案件17起，责任追究

17人。查处党员干部违纪案件10起，给予党

政纪处分12人，涉及科级干部6人。

怀着对当代学界泰斗季羡林

老先生的仰慕，笔者认真拜读了

《季羡林谈人生》一书。该书是季

老谈人生问题的短文汇集，书中谈

到了世态炎凉，谈到容忍、成功、礼

貌、隔膜、恐惧、朋友、爱情、家庭、

孝等话题，内容让人怦然心跳，注

目思考。作为一名青年干部，读罢

此书，也引发了我深深思考。

心态决定一切。一种积极的

心态，让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与活

力，而悲观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无

奈与痛恨，甚至让我们丧失对生活

的希望。生活就像是由许多叫烦

恼、失败、痛苦等的珠子串在一起

的，不管有多困难，也要微笑着数

完它。在人生的历程中，不要畏惧

逆境。逆境一方面，给人焦虑、忧

郁、彷徨、痛苦，阻碍人的发展；另

一方面又可以磨练意志、催人奋

进、造就人材、成就事业。如季老

在《不完满才是人生》一文中指出：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

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

分之百完美的人生是没有的。不

完美才是人生。”

责任胜于能力。一个人的工

作做得好坏，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

有没有责任感，是否认真履行了自

己的责任。人的一生必须承担着

各种各样的责任，社会的、家庭的、

工作的，等等。人不能逃避责任，

对于自己应承担的责任要勇于承

担，放弃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时，就

等于放弃了生活，也将被生活所放

弃。在工作中，要清醒、明确地认

识到自己的职责，履行好自己的职

责，并承担起自己所在工作岗位的

责任。没有做不好的工作，只有不

负责的人。诚如季老先生在《人生

的意义与价值》中说的：“如果人生

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

值就在于对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

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成功源于勤奋。命运掌握在

勤勤恳恳工作的人手上，所谓成功

正是一个人智慧和勤劳的结果。

成功者的人生，无一不是勤奋创

造、顽强进取的过程。身为一名党

员干部，只有在工作上多下功夫，

才能为自己所在的部门做出成绩，

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诚如季老先生在《成功》一文中说

的：“天资+勤奋+机遇=成功，把成

功的三个条件拿来分析一下，天资

是由‘天’来决定的，我们无能为

力。机遇是不期而来的，我们也无

能为力。只有勤奋一项是我们自

己决定的，我们必须在这一项上狠

下功夫。”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德才兼

备的人，是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

中来修养身心的，是依靠俭朴的作

风来培养品德的。不看轻世俗的

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身

心不能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

想。舍得舍得，大舍大得，小舍小

得，不舍不得。正如季老在《做人

与处世》一文中说：“一个人活在世

上，必须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

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至于个人

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

私心杂念。解决之方，唯有消灭私

心, 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

静以致远’。”

(作者单位为洛阳市委办公室）

▲ 12月8日，洛阳市扶贫基金会工作人员在栾川县

第一高中向该校优秀贫困学生发放助学卡。“英才助学计

划”是洛阳市扶贫基金会推出的“扶贫基金”子项目，将向

栾川县、洛宁县等五个贫困县首批资助300名优秀贫困生

完成学业，每人每学年资助2000元。

记者 卢班摄

12月14日，偃师市首阳山镇烟草经营户蔡俊朝感慨地说：“这样的

执法我真服！”原来，今年10月份，蔡俊朝因帮朋友代卖香烟被烟草稽查

人员查处，对烟草稽查人员一直耿耿于怀。之后一个月里，该市烟草执

法人员先后三次上门进行案件回访，老蔡逐渐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不当

之处，还掌握了真假烟鉴别小常识。“人家服务恁好，违法的事儿咱再也

不干了！”蔡俊朝如是说。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 郭敬辉 张迪摄

◀ 日前，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专家给汝阳

县村级卫生室的医生赠送药箱。汝阳地处豫西深山区，是

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当日，河南科技大学一附院组织专

家志愿者翻山越岭给汝阳县乡村医生进行医疗技术培训，

并给参加培训的医生赠送了300个药箱。 康红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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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嵩县

新能源成为新的增长极宜阳

温会民：心系群众的好书记
□特约记者葛高远通讯员段兴森 韩国强

瀍河区纪委

构建反腐倡廉新机制

■河洛论坛

跟着智者悟人生
□王瀚

新安

缩紧监督执纪“紧箍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