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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县

考核不搞“一阵风”汇报必须“一口清”

本报讯 （通讯员王学新 郭建立 许
金安 记者黄红立）
“在这里，对赵曙光和
高琳同志提出表扬。他俩的汇报最成
功，最接地气！说明他们对分管的工作
情况熟悉，知根知底。工作汇报不能让
部属代写，自己干的事自己还不清楚？
当领导不能当‘二传手’
‘大喇叭’……事
必亲力亲为，以上率下，汇报要‘一口清’
‘问不倒’！”4 月 9 日，新安县人民会堂，
一 季 度 项 目 观 摩 讲 评 会 现 场 ，气 氛 严
肃。该县县委书记刘冠瑜在听完 18 个
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的工作汇报
后，对如何加强作风建设提出了要求。
他指出，党中央提出的“以作风攻坚促脱
贫攻坚，以能力提升促工作提升”，不单

单是对精准脱贫的要求，也适用于任何
领域。
赵曙光是该县市政园林局局长，去年
以来，该局承担了百城提质的大量工作，
在两天的观摩考核中，他在两个项目现场
进行脱稿汇报，讲得条理清晰、简明扼要；
高琳是新安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副主任，
观摩涉及集聚区的 6 家企业，他不但介绍
得详细，还对企业的远景和产业带动给予
了恰如其分的预期和评价。
“干在平时”
“争在平时”是该县创新
工作方式，促进工作落实的有效手段。今
年年初，该县出台了《年度综合考核工作
方案》
《年度效能目标考评办法》，旨在用
过程管理推进工作落实、作风改善，把过

程管理作为绩效考评的“助推器”。这次
季度考核，是“新政”出台后的第一次大
考。
考核对象涉及全县 95 个单位及其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各重点项目（工程）指
挥部和党建专项工作小组。在考评程序
和方法上，实行“每月通报、双月讲评、季
度观摩、半年考核、年终总评”等制度，建
立目标任务平时抓落实机制，要求做到有
可量化的阶段性目标、有推进工作的路线
图、有完成任务的时间表、有明确具体的
责任主体、有可以核验的成果形式。随着
时间的推移，各考核对象和个人的得分分
值、排名情况都会随时体现，谁先谁后自
见分晓，避免了“一锤定音”。

为确保工作落实，该县还成立了产业
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暨脱贫攻坚、旅游发
展等 10 个重点工作领导小组、18 个重点
项目建设指挥部。三个月来，挂图作战、
倒排工期已成为各单位的工作习惯，有效
促进了工作落实。
讲评会上，推进相对滞后的三个项目
责任单位分别作了表态发言，并扣除相应
分值；推进速度较快的三个项目所在单位
被通报表彰并加分。独中“二元”的石井
镇党委书记王冰说：
“ 只要用心了、用功
了，工作就能干好，新的考核机制客观、透
明、公正，只不过是我们适应得快，石井还
有很多短板，下来还要认真总结梳理，再
动员、再出发！”

低保失而复得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刘文栋 陶军
“您二老的低保已经恢复，对此我们
深表歉意，下一步我们会把工作做深做细
做好。”4 月 11 日，洛阳市纪委驻市民政局
纪检组组长伍干东带领驻市民政局纪检
组、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等相关人员来到
洛龙区白马寺镇董村 67 岁的董狮子大爷
家，现场为他解决了家庭困难。
据了解，2016 年洛阳市进行全市低
保复核工作，在复核过程中，由于董大爷
所在镇民政所工作人员政策掌握不透，取
消了董大爷夫妻二人享受的低保。
2017 年 3 月 6 日，董大爷通过书信向
洛阳市纪委驻民政局纪检组反映其“因家
庭困难申请救助”。驻市民政局纪检组接
到诉求件后，纪检组长伍干东当即批示要
求所属民政局调查处理，并将结果上报驻
市民政局纪检组。
虽然批示给当地民政部门，但纪检组
一直关注着董大爷家庭困难申请办理情况。
3 月 8 日、20 日，洛阳市纪委驻市民政
局纪检组干部带领相关人员两次到董大
爷家实地核查情况。经了解，董大爷今年
67 岁，妻子田菊花 68 岁，患有癫痫病。夫
妻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已经出嫁，家庭经
济条件一般。儿子 38 岁，患有精神病，被
鉴 定 为 三 级 精 神 残 疾 ，无 劳 动 能 力 。
2010 年 9 月，妻子外出遭遇车祸，花去医
药费 9 万多元，2012 年又发生脑梗跌倒造
成髋骨骨折，花去 3 万多元，后被鉴定为
三级肢体残疾，如今生活不能自理。董大
爷家有耕地 1.8 亩，加上其打工收入，全年
收入 6000 元左右，但每年仅看病吃药就
需要花费 3000 多元。
针对董大爷家的困难，洛阳市纪委驻
市民政局纪检组立即督促所属民政部门
加快核查办理，同时积极与洛阳市残疾人
联合会联系，就董大爷妻子和儿子能否进
行残疾升级和享受相关待遇等进行协商，
以助推董大爷家庭困难的解决。
经过多方协调，4 月 11 日，董大爷夫
妻二人被重新纳入低保保障范围。

汝阳 举办千人书法展
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月 10 日，
汝阳县第二实验小学开展书法教育周系列活动，
举办千人书法展 ，
进一步激发了
孩子们练习书法的兴趣。吴亚格 康红军 摄

宜阳县 文化惠民为群众幸福加码
本报讯 （通讯员宋会杰 周伟星 记
者黄红立）近日，在宜阳县香鹿山一中的
校园内，学生们都争着去图书流动服务
车里拿自己喜爱的书本。
“这次为学生和
老师们挑选了适合他们阅读的书，希望
他们能在闲暇时间读到自己喜欢的内
容。”该县文化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县图书馆利用图书流动服务车深入
乡镇学校，已为在校师生送去图书、报
纸、期刊等千余册。
推广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宜阳”是
今年该县全面完成“书香洛阳”建设提升
工程的重要举措。该县大力构建文化传
承创新体系，成功申报了“中华诗词之

乡”。积极实施全民阅读设施提升工程，
全年形成以县图书馆为中心，各乡镇分
馆为骨干，行政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图
书阅览室为基础，城市书房、24 小时自助
图书设备和线上图书馆、流动图书馆为
补充的“四位一体”全民阅读设施服务体
系，打造方便快捷、种类丰富、内容多元
的“15 分钟阅读文化圈”。持续推进进农
村、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机关、进
企业、进军营全民阅读“七进”工程，使阅
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该县组织实施
了
“宜阳县第二届道德模范”
评选、
“文明家
风温润河洛”
百场书画巡展、中原大舞台优

秀剧目展演等各类文化惠民活动320余场
次。完善文化基础设施，建成投用总建筑
面积近 1.9 万平方米的图书馆、文化馆“两
馆”项目，全县 16 个乡镇全部建成了综合
文化站，配置室外文化广场、电子阅览室
等，乡镇文化站和农家书屋累计配备各类
藏书38万册、
电脑近300台、
投影仪89套。
为充分显示宜阳浓厚传统文化，该县
还深入挖掘韩都古城、福昌阁、苏羊竹马、
龙潭寺等18处文化遗址的人文价值，
办好
二月二灵山文化庙会、三月三福昌阁文化
庙会等。如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遍及
宜阳城乡，切实让老百姓感受到好文化惠
民工程带来的幸福和愉悦。

偃师市 母子演绎孝心接力故事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郭小红

顾不上擦汗，靳春红服侍母亲穿好衣
服，给老俩口洗了脸，用棉签小心翼翼地
清晨 5 点，偃师市大口镇草庙村的靳 把他们眼角的分泌物清干净。然后打开
春红和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开始忙碌。 火，拿出两个鸡蛋，一个炖，一个煮。她把
她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孝顺闺女，今年 煮好的鸡蛋，剥皮后给母亲吃着；把炖好
53 岁，由于长年照顾瘫痪在床的父亲，她 的鸡蛋捣碎和豆浆搭配着，用小勺子一口
看上去要比同龄人憔悴许多，眼睛里布满 一口地喂到父亲的嘴里，父亲吞咽很慢，
食物不时溢出，
“爸，吃一口，再吃一口。”
了红血丝，鬓角的白头发密密匝匝。
尽管知道父亲听不见，靳春红还是像哄小
无花果：
绿叶对根的情意
孩一样自顾自地说着。喂喂吐吐，反反复
整洁的小院里无花果树惬意地伸展 复，父亲的早饭吃了一个小时。
随后，靳春红就着剩下的豆浆吃了几
着嫩芽，静静地沐浴在雨中。靳春红先打
口馍。估摸着父亲的早饭消化得差不多
开饮水机，打上豆浆，检查了一下制氧机，
了，
就和儿子一起给父亲翻身、擦洗、拍背、
接着又手脚麻利地给父亲量了量血压。
以促进血液循环，
防止肌肉萎缩。父
过了一会，靳春红的儿子李冰冰也起 拍腿，
每次靳春红都累得浑身是汗。
床了，熟练地给姥爷测血糖。看父亲的血 亲身量大，
“妈，你歇会儿吧，我给姥爷喂水。”李
糖、血压有点高，靳春红赶紧把降压药和
降血糖的药碾碎化开，半跪在床边，用小 冰冰说。
“慢些，别呛着喽。”靳春红直起身，揉
勺子小心翼翼地喂到父亲嘴里。
了揉酸痛的腰。她担心父亲睡觉时不小心
父亲 92 岁，几年前就听不见了，意识
糊涂不认识人，靳春红小心翼翼地一手轻 把制氧机的接头蹭掉，一晚上要起来查看
这会儿确实有些累了，
索性就和母
扶父亲的头，一手喂药，像照顾一个婴 好几次，
儿。两片药靳春红喂了半个小时，累得她 亲一起坐在院里的无花果树下休息一会。
汗流浃背。
反哺情：
母子“战友”接力孝心赛
堂屋里简单干净，弥漫着淡淡的爽身
无花果是一种长得特别快的落叶乔
粉的清香。三张床，父亲、母亲和靳春红
木，
没有华丽的花，
却有甜美的果，它的花
各睡一张。桌子上除了制氧机，就是各种
药。父亲躺在干净的床单上，鼻子上插着 语是含蓄、内敛、低调、默默奉献，象征父
呼吸管，浑身干净清爽，时不时无意识地 母对子女的爱。
靳春红想起小时候，农村孩子没啥零
哼哼几声。母亲今年 93 岁了，身子骨比
食，
父亲看她眼馋别人家的无花果，
就也在
父亲略强点，但也离不了人。

院子里种了一棵，才一年工夫就长得枝繁
叶茂。果实快成熟的时候，
她天天盯着，
看
见哪颗变红了，
就撒着娇拽父亲过去，
每次
父亲都笑着伸手摘下无花果，塞进她嘴里
说:
“真是个吃嘴妮儿！才红了一点可看见
了。
”
甜美的无花果芬芳了她的整个童年。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父母总是单
做一碗白面面条给她吃，自己吃红薯面
条，还说红薯面好吃。
她还记得那一年她离婚，抱着 3 岁的
冰冰哭着回到娘家，父亲坚定地说：
“闺
女，不怕，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她工作忙，
父母就帮她带孩子、做饭，让她没有一点
后顾之忧。
时光荏苒，无花果树越长越大，曾经
高大威武的父亲却老了，病了，慢慢地话
也不会说了，躺在床上不能动了，甚至不
认识自己疼爱的小女儿了，想到这些靳春
红湿了眼角。
靳春红之前在诸葛镇地税所上班，为
了照顾二老，从 2010 年起，她不得不天天
家里单位两头跑。白天一丝不苟忙工作，
下班慌忙往家赶。有一次下大雪，单位有
事回得稍晚了一点，到半路没车了，她只
好连跑带走往家赶。等她深一脚浅一脚
赶到家里，天都黑透了，数九寒天，她走得
大汗淋漓，看着眼巴巴等着她的父母，她
心疼得泪都下来了，顾不上歇赶紧做饭。
父亲住院时，
家里没人，
她就带着老母
亲一块儿去，
一边照顾母亲，
一边悉心照料
父亲。父亲输液、吸氧，她都寸步不离，生

怕一不小心父亲就走了，
儿子送饭时，
她才
敢趴在床边眯一会儿。和父亲一个病房的
一位老伯感叹：
“我住院时间长，好闺女见
过不少，
但还真没见过比春红更孝顺的。
”
靳春红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儿子和儿媳。儿子李冰冰以前在洛阳
市公安局特警大队工作，实在不忍心妈妈
太辛苦，3 年前，他毅然辞职回来帮忙照
顾姥爷，做饭洗衣，翻身擦洗，样样精通。
他现在做微商，虽没有以前的工作体面，
好在机动灵活，能随时照顾家里；在医院
工作的儿媳也很懂事，靳春红因为照顾二
老没怎么帮她带孩子，她不仅没有怨言，
姥爷住院期间还到医院帮忙照顾老人。
“俺家没这么长寿的人，俺哥长寿是
春红娘俩侍候得好，十来年了，娘俩不容
易。”靳春红的叔叔靳鸿德说。
“他养你小，你养他老，对老人好不
亏，到时候孩子们对咱也好。”邻居张秀珍
说，
“有春红这样的榜样在俺村，村里的小
辈们都比赛似地孝敬自己的父母呢。”
十几年来，母子俩就像战士一样，坚
持着这场孝心接力赛。
“这么多年了，天天如此，累吗？”笔者
问。
“累，但心里踏实。我现在最大的愿
望就是能陪着父母慢慢变老，其实也是他
们陪我，有他们在，什么时候都不觉得孤
单。我每天都在幻想着，父亲能站起来，
认得我，再给我摘一回无花果。”说着靳春
红眼角又红了。

3 洛阳城乡

包村干部干实事
群众感恩送锦旗
□通讯员杨育新 王小伟 本报记者黄红立

口人的低保问题、协调两个孩子就读公
办幼儿园享受到了教育救助、利用到户
“有需要尽管说，
没必要送锦旗。
“
”锦 增收项目每年可以领到分红、硬化近
旗送不出去，
全组186口人不答应……” 50 平方米的入户道路、协调安排禁烧
日前，孟津县会盟镇政府院内一片 巡逻员公益岗位，每次来家里要么是送
欢声笑语，65 岁的吕村九组组长吕寿松 来柴米油盐，要么是忙着打扫卫生晾晒
点燃了一串万响“大地红”。鞭炮声未 衣物……朱晓玲就像亲姐姐一样，无微
落，他便迫不及待地将一面锦旗送到该 不至地关心照顾着他们一家老小，全家
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朱晓玲手中。
日子是越过越滋润。
“ 今年朱委员还给
锦旗上书“人民公仆爱人民，践行宗 我家申报了 3 万元的小额信贷，申请了
旨是模范”，让朱晓玲心里既沉甸甸又暖 保险公司的助理协保员，还有危房改造
融融。
“朱委员包村两年来，为群众付出 补贴资金。再不加把劲儿脱贫，我就对
了太多太多。”随后吕寿松又拉着 5 名村 不起我的朱姐姐！”刘建峰说。
民代表来到镇政府会议室，当面向她表
得知九组要为朱晓玲送锦旗的消息
达感激之情。
后，在外地打工的村民吕现民专程从
“我们九组可是吕村最出名的生产 2000 多里外的江西赣州返回家中。
“朱
组，谁包村谁受罪！”吕寿松介绍说，近几 委员给老百姓办的好事我们都看在眼
年因为石油管道占地赔偿问题、土地承 里，记在心中，这样贴心暖心的好干部我
包纠纷问题、邻里纠纷问题，村民们经常 们一定得来送面锦旗表心意！”这句话赢
进京赴省上访，遗留问题拖了好几年都 得了大家的热烈掌声。
解决不了。
大雪天看望贫困户、三伏天解决群
朱晓玲自 2016 年 5 月到会盟镇任 众吃水难，协调资金修缮漏雨民居、苦口
职分包吕村以来，扑下身子，真抓实干。 婆心解决邻里纠纷、为上访老户送去降
她多次到林业派出所、司法所、法院、信 压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述说着朱
访局等单位来回跑，咨询土地承包相关 晓玲包村以来所做的点点滴滴。
政策，一次又一次深入村民家中促膝长
“这两年组里的事儿，给朱委员添麻
谈，摸清问题症结，逐一解决群众反映的 烦了，我提议大伙起身向她鞠躬致谢。”
热点问题。今年 3 月份，在她的多方协 吕寿松言罢，6 名村民代表齐刷刷地向
调下，九组 11 亩土地承包纠纷问题得到 朱晓玲深深地鞠了一躬。
了妥善解决，既保证了新建 S312 项目的
谁该感谢谁？谁给谁添了麻烦？吕
顺利施工，又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群众利 寿松朴实的话语让朱晓玲百感交集、敬意
益。
“她看上去文文弱弱，可干起工作真 丛生。
“我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真是承受不
够拼的。就冲那股实干劲儿，大伙儿为 起如此大礼！”朱晓玲赶忙鞠躬回礼，
“我
她点赞！”
也是农民的女儿，又是一名党员，在党旗
“为了我这个贫困户过上好日子， 下宣过誓言，
为大家服务，
责无旁贷。
”
朱委员不知操了多少心。”39 岁的刘建
如今，这面锦旗就挂在朱晓玲的办
峰在发言中哽咽了。刘建峰的妻子精 公室。
“每当看到它，就仿佛看到村民们
神智障残疾二级，一儿一女年幼需照 一双双信任的眼睛，它也鞭策着自己，党
料，日子过得拮据。说起朱委员对自家 员宗旨不能忘记，党员标准一天不容懈
的帮扶，刘建峰如数家珍：解决了全家 4 怠。”她坚毅地说。

伊滨区南宋村

“蓝板板”成为致富金罐罐
□本报记者 黄红立 通讯员 陈爱松

地考察，大家都认为可行：
“风险小，收益
稳定，环保省事，每千瓦光伏板每年预计
4 月 16 日上午，洛阳市伊滨经开区 发电 1100 度，每度电可卖 0.85 元，装上
李村镇南宋村的村党群服务中心和学校 100 千瓦的光伏电板，一年就能坐收近
屋顶上，一排排深蓝色的光伏电池板在 10 万元。”干部思想统一了，人人都是宣
尽情吸收着阳光，继而源源不断地输出 传员，又通过“4+2”工作法，这个项目在
清洁电能，为沉寂的土地注入勃勃生机。 全村通过。
南宋村处于伊滨区万安山下，全村
但一个新困难摆在了眼前：安装
近 1500 人，种庄稼、家庭小养殖及外出 100 千瓦光伏电板，要投资 75 万元，虽
务工是群众收入的主要来源。2014 年， 然上级有扶持，村里却要先拿出 30 万
该村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元来。资金从哪里来？村主任宋恩坡
从 2015 年开始，在上级的大力帮扶 没跟妻子商量就决定率先拿出自家存
下，南宋村走上了精准脱贫之路。三年 款 11 万元。后来妻子埋怨他，他说：
脱贫迈了三大步：打深水井，告别“吃水 “上级将咱村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借
难”；建成提灌站，种庄稼不再“望天收”； 助光伏发电产业，我们村发展后劲会更
村北修建渠滨路，告别“出行难”；建成两 足。我们当干部的，就应该走到前头。”
栋村小学教学楼，告别“上学难”；建成标
最后经多方筹措，资金终于到位，该
准化集体卫生室，修建了党建服务中心 村还与一家公司达成了安装协议，约定
和文化广场；硬化生产路；完成低压改 每年给村集体保底利益分配，用工主要
造，不再愁停电；村“两委”和万安山开发 面向贫困户及南宋村其他群众，每年集
公司协调，积极组织村民上山务工…… 体经济增收 12 万元。
2017 年底，南宋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4 月 7 日，南宋村的 100 千瓦光伏发
下一步，南宋村的集体经济路该怎 电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后，正式并入国家
么走？在整村脱贫时，镇里村里也都在 电网。
思考这个问题。
“搞大规模养殖吧，有风
“‘蓝板板’成了我们村的金罐罐！”
险；想靠万安山搞生态采摘园吧，招不来 村支部书记宋晓红一天都要去计电器前
商。”村支部书记宋晓红说，为了壮大集 看一回。
“看着发电的数字在转，我就听
体经济，为找准产业方向，村里没少想办 见哗哗的钱响。咋能不高兴呢？以后村
法。可是风险大了担不起，周期长了等 集体有钱了，就能在公共事业、扶贫救困
不起。
上为群众办更多的事了。这几天，村里
2017 年 9 月，伊滨区有了光伏发电 干部群众自动集资，准备唱几天大戏庆
扶持项目。镇包村干部温军伟了解政策 祝庆祝，大家都说，南宋村这三年来的变
后立刻跟村里商量，并组织村干部去外 化，做梦也没有想到啊！”

栾川县供电公司 设备特巡保供电

日前，栾川县供电公司对变电设备和输电线路进行特巡排查，确保设备平稳可靠运
行。图为电力员工正在对 220 千伏栾川变电站设备进行测温。吴寿伟 汤新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