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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

漯河市全面放宽落户政策

有落户意向就可迁入

“三项制度”上墙 乡村治理更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让中原更出彩让中原更出彩··乡村治理篇乡村治理篇

据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根据中

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广泛开展先进模范学习

宣传活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

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共同组织开展“最美奋斗

者”学习宣传活动。

活动主要由推荐报送、群众投票、

审核公示、宣传发布、学习践行等环节

组成，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

区各行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来自生产

一线、群众身边的先进模范。应社会各

界要求，在评选过程中增补了部分老英

雄、老模范、老先进、老典型个人和集体

作为推荐人选。

活动自6月中旬启动，经各地区各

部门遴选推荐、群众网上投票、组委会

集中审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认

真审核，产生300名“最美奋斗者”建议

人选，包括278名个人，22个集体。

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

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有关建议人选情况

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从2019年9月15

日起，至9月20日止。

公示的“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显
示，河南史来贺、申亮亮、任长霞、吴金
印、张玉滚、李向前、陈俊武、常香玉、焦
裕禄、裴春亮、燕振昌（按姓氏笔画为
序）入选“最美奋斗者”个人，红旗渠建
设者入选“最美奋斗者”集体。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殷广
华）“我在漯河没有房子和正式工作，本

以为很难把户口迁过来，没想到在亲戚

家也可以落户，真方便！”9月16日，在

漯河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城关警务队户

籍室，来漯河打工的李先生成功把户口

从汝州市迁到了漯河市郾城区城关镇。

据了解，漯河市公安局近日下发了

《关于全面放宽户籍迁移落户政策的实

施意见》，要求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按照

“全部放开、应落尽落”的原则，解决已

进城就业或定居的各类人员落户城镇

问题。

此次实施按户口迁入途径分类登

记备案的“零门槛”准入政策，全面取消

了在城区、城镇落户的“稳定住所、稳定

就业”基本迁入条件限制，实行以群众

申请为主，不附加任何条件。申请迁入

人员征得亲属、朋友同意，签订同意落

户声明书后，可以将户口迁移至亲友家

中；租赁房屋居住且房屋所有权人同意

入其户的，可凭租赁合同和房屋所有权

人同意书，按户主非亲属落户；在本辖

区内租用的保障性住房、其他租赁房

屋，房屋所有者不同意落户或租赁合同

失效的，以及没有正式地址门牌居所

的，且无亲友的迁入人员，可以在派出

所社区公共地址上申请落户。

“以前落户需要投靠直系亲属、上

学、工作、买房等条件限制，现在申请人

只要有落户意向就可以迁入。”漯河市

公安局户政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根基。

中牟县官渡镇坚持党建引领，以规范

宅基地分配、土地调整、村民待遇“三项制

度”为抓手，在基层社会治理上进行了有

益探索。

“‘三项制度’真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三项制度’好处多，听俺给恁（您）说一说。

宅基地分得真公平，不到18岁批不成。不骂

人、不打架，和和气气坐一块。不上访、不闹

事，干部群众乐开怀……”这段顺口溜是官

渡镇群众对该镇实施的“三项制度”的赞

誉。9月6日，记者来到官渡镇，探访“三项

制度”给该镇带来的巨大变化。

““三项制度三项制度””应事而生应事而生

两年前，官渡镇信访事件频发，镇村

两级工作被动，干部疲于应付，群众意见

较大，该镇经过统计梳理发现多数矛盾纠

纷集中在宅基地分配、土地调整和村民待

遇三个方面，因这三类问题引起的信访事

项占到信访总量的68.7%。引发这些矛

盾的原因大多是因为村内制度缺失或不

健全、不完善，村干部不能有效管理。

在全镇44个行政村中，只有8个村有

村规民约，然而这8个行政村的村规民约

中没有一个是通过村民大会表决产生的，

多数群众并不知道村规民约的具体内容，

遇到了问题也不认同。

几十年来，官渡镇大马寨村有个不成

文的规矩，村里凡是有两个男孩的家庭第

二个男孩一出生，当天就要划分给他宅基

地，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困扰了大马寨村好

几任村党支部书记。“我父亲当生产队长

的时候就有这种‘坏习惯’，前些年，为了

要宅基地，有的村民无论怎么做思想工

作，就是认死理，以前别人家孩子都有，自

己家孩子也要有，有的甚至腊月二十八跑

到家里问我要宅基地。”大马寨村党支部

书记刘小六说。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村经济获得

发展，征地补偿、年终分红也在增加，谁有

谁没有、谁能分多少变成了一个很敏感的

问题。没有规矩，这些事情全凭村组干部

的个人判断和当事人的强势程度说了算。

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官渡镇决定

推行基层社会公平化管理，要求各村定好

宅基地分配、土地调整、村民待遇“三项制

度”，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有章可循的重

要依据，也是保障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发

力点，官渡镇“三项制度”应事而生。

“三项制度”是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

明确宅基地分配、土地调整、村民待遇三

个方面内容，各村按照“七步走”的程序制

定，即村干部起草、村“两委”商议、镇政府

审核、村内党员审议、入户走访、村民大会

表决、送达村民签收。

各村“三项制度”最终经过村民大会

表决生效后并逐户上门确认无异议后，将

制度“上墙”，长期接受群众监督。

“我们村‘三项制度’制定后，在村民

待遇中明确规定，年龄未满18岁的不予

分配宅基地。这让我们村宅基地划分的

难题迎刃而解。‘三项制度’就是我们农村

干部的‘法宝’。”刘小六说。

村干部腰杆儿硬了村干部腰杆儿硬了

两年前的小李庄村没有一条贯通的

村级道路，家家户户门前堆满垃圾，不仅

村中环境差，每到土地调整，宅基地划分

的时间节点更是让村“两委”干部发愁，每

天因为各家的琐事都忙得不可开交，更不

要说为村里谋发展。

2017年7月1日，小李庄村开始制定

“三项制度”，制定过程中，村民的热情与

参与度格外高，其中在党员审议环节，党

员参会率明显高于往常。多数村民每到

开村民大会时都提前到达会场，有的还专

程从外地赶回老家参加村民大会。近九

成的村民积极参加村民大会，参与制定

“三项制度”。

“‘三项制度’的制定都是给我们办

好事，办实事，都是为我们的切身利益服

务，不但要去参会，还要积极参与其中。”

说起“三项制度”的制定，小李庄村村民

马春生说。

在小李庄村“三项制度”制定完成的

第15天，正好赶上村里十年土地大调整，

“三项制度”就派上了用场。“农村土地调

整不管在哪个村都是最难的事，牵扯到每

个村民的根本利益，以前土地调整过程

中，吵架、打架是常有的事，通过制定好的

‘三项制度’进行土地调整，用了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村里土地调整工作，从

开始到结束，村里没有一个人因为土地调

整问题来找过我。”小李庄村党支部书记

蒋国彦说。

2018年2月小李庄村在对宅基地进

行调整时实行“一子一宅”政策，无偿收回

宅基地55处，调整过程涉及全村三分之一

的村民，通过运用“三项制度”顺利地将村

中宅基地整合，做到“零补偿”“零上访”。

村中工作理顺了，村“两委”干部开始

谋划发展，先后对村中道路进行了绿化，

路两旁加装了路灯，对全村实施垃圾分

类，打通村里的断头路。为了能把村里的

断头路修通，村民纷纷为修路让道，谁家

宅基地挡在规划道路上，都主动拆掉围墙

给道路建设腾出空间。

修路过程中曾占用村民刘家岭家的

两处宅基地，因长期在外打工不了解村里

政策，刘家岭在电话中听到自家宅基地需

要拆迁且没有补偿时，十分不理解。当他

回到村里看到焕然一新的村貌和在建的

道路时，心中顿时理解了，通过村干部的

疏导，最终他主动将两处宅基地迁移，为

村里道路建设让位。

“回到家以后发现全村都在为村里发

展努力，作为村里的一员，我有责任为村

里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刘家岭说。

“过去老百姓对我们村干部评价是要

么推诿扯皮，要么胡作非为，实际上我们

也有难处。因为我们没有规章制度可以

依据，不知道怎么更好地给老百姓办事，

自从有了‘三项制度’，我们给老百姓办事

有章可循，腰杆子也硬了。”蒋国彦说。

官渡镇党委书记段长海介绍，“三项

制度”的推行，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打开

了新局面，为农村治理找到了抓手，为镇

村干部减轻了压力，村干部的主体作用和

党员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

显著提高，农村社会关系呈现出和谐稳定

的局面。

“三项制度”，让官渡这片古老的土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李相瑞 冯刘克 李躬亿

“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公示
我省11名个人和1个集体入选

标题新闻

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
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在网络空间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华社郑州9月16日电 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6日在河

南省郑州市闭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出席闭幕式并宣布

运动会闭幕。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

主任巴特尔出席。

20点，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

育场灯火辉煌。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这里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的各族运动员、教练员和来

宾，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同庆祝本届

运动会取得圆满成功。国家体育总局局

长苟仲文致闭幕辞。闭幕式由河南省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主持。

闭幕式上，宣读了获得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体育道德风尚

奖”的代表团名单。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会旗交接仪式。经国务院

批准，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将于2023年在海南省举办。

本届运动会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首次在中部省份举办，来自全国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解放军以及台湾共34个代表团的7009名

运动员，共同角逐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

表演项目。运动会期间，还举办了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展、民族大联欢等活动。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结束

尤权宣布闭幕 巴特尔出席

9月16日，演员在闭幕式上表演。当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新华社发

9月14日，汤阴县政府办公室开展了“同走振兴之路、最美乡村丰收”劳动主题党日

活动，党员志愿者来到该县五陵镇西小章村，帮助果农采收果子、除草，并共唱《我和我的

祖国》。通讯员杨健伦红国本报记者秦名芳摄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利
霞 杨洪学）9月16日，2019年发展中

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研修班在濮阳市的

农村党支部书记学院举行欢迎仪式，来

自肯尼亚、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和津巴

布韦、巴拿马、古巴、柬埔寨等10个国

家的农业官员将在濮阳市开展4天的

学习考察。

本次研修班，学院在课程设置、师资

配备、参观考察、后勤保障、安全措施等

各个环节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安排，设

置了高科技农业发展、特色农产品跨境

电商交易、中国传统文化体验、科技助

力乡村振兴、濮阳农业企业洽谈等多种

形式的考察内容和实践学习，对外展示

濮阳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的经验和做

法，为学员们提供农业科技创新方面可

借鉴、可复制的“濮阳经验”。

位于濮阳市西辛庄村的农村党支

部书记学院作为全国唯一一家被农业

农村部外经中心挂牌的农业援外培训

项目基地，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已承办了“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

的班次，同时，学院不断拓展、提升援外

培训渠道和层次，推动有特色的农业援

外培训基地再上新台阶。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濮阳迎来十国学员学农业科技

志愿服务当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