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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郭光
磊肖亚冰）连日来，为扎实推进“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南乐县开

展“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以理想信

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

为重点，依托党校组成宣讲团，深入基

层宣讲促学，有计划地对普通党员进

行集中培训，实现了学习教育全覆盖。

据悉，南乐县本次“万名党员进

党校”活动分批分类举行，每名党员

培训半天，培训以《习近平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为主要教

材，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读党史、新中

国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讲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分析世情国情党情，

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走深走实，让广大党员在学习教育中

重温入党初心、牢记光荣使命。同

时，培训结束后，各单位结合学习内

容，联系工作实际，举办学习论坛，交

流心得体会和收获感悟。

截至目前，该县已举办集中培训

39期，8500余名党员接受了培训，各

级党组织举办学习论坛99期，党员学

习教育取得了较好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王静会 金秋 记

者曹相飞）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工作中，邓州市穰东镇把准备

建设办公楼的400万元用于为群众修

建道路，这一民生举措深得当地群众

和商户欢迎。该镇党委书记万洪志高

兴地告诉记者：“群众的赞许让我们精

神头更足了，干起工作更有劲了！”

在主题教育中，邓州结合当地人

文资源实际，创造性地把雷锋精神中

的钉子精神、渠首精神中的担当精神、

忧乐精神中的奉献精神、探索创建“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创新精神纳入主

题教育全过程，进一步提升了广大党

员干部为民办实事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推动了工作整改落实，受到了百姓

欢迎，激发了党员干部干劲。

邓州对标“四种精神”，坚持“真学

深学”，创新学习形式和学习方法，组

织广大党员干部到南水北调干部学

院、邓州编外雷锋团、彭雪枫纪念馆等

实地深入学习“四种精神”，党员干部

学习热情持续高涨，并从学习中激发

了斗志、汲取了力量，找准了与“三大

攻坚战”的结合点，找出了符合实际的

工作方法和工作路径，工作质量持续

提升。在主题教育中，邓州还坚持把

“改”字贯穿始终，从一开始就改起来，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 许宏伟
崔新娟）“办公室门坏了，买了个门锁扣；

路过杂货店时，带了几把笤帚……以前为

村里买这些，都是自己垫钱支付随后打条

报账的。现在有了公务微信支出账户，不

但省了很多麻烦，也去了总担心别人误会

自己报账不准的心病。”10月29日，温县

黄河街道张庄村报账员张孟州说。

电子账单里，记载的消费准确无误；

二维码里，阅读的流水条次清晰。

当扫二维码这种常见的支付方式用于

村级资金管理，“支出不用钱，报账不见钞”

的农村资金管理新格局成为规范村级集体

“三资”管理，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农村“微

腐败”现象发生的既简易又有效的新办法。

村级“三资”管理，历来是农村各项工

作的“牛鼻子”，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风险

点，“微腐败”治理不好，可能变成“大祸

害”。公务微信这个入口，不仅是个支付

工具，它的每一次支付，都是可追溯源头

的财务流水。今年5月，温县纪委监委为

堵塞农村小额支出不规范、不易监督等问

题，结合县财政局，对该县黄河街道、黄庄

镇58个村开展小额支出无现金试点探

索，对单笔小额支出1000元以下的零星

花销、差旅费、劳务支出、异地采购等，采

取“公务手机+微信+专用储值卡+备用

金”的线上支付方式，让小额支出可查、可

控、可溯源。如果村内有小额支出，原则

上由报账员拿上专用手机使用微信或支

付宝支付。

村务无现金支出，简化了支付流程，让

监督更有痕迹，最大限度降低了廉政风

险。“微信电子账单里，那些看似陌生的

ID，把每笔支付都记录得清清楚楚。比如

在购买办公文具扫码后，收款名即为‘某某

文具’，再按照支付时间深入监督，交易明

细也一清二楚。”黄河街道东张王庄村民田

红旗说：“以前听说过有的村报账员在垫资

报账时报销自家用物品，现在实行无现金

支付，再也不存在白条虚报的现象了。”

“无现金支付，对我们村干部来说，既

是监督约束，也是一种保护，现在我们的

工作更加透明了，群众对我们更加信任

了，干群关系更亲近了。”黄河街道东张王

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银说。

据悉，自该县公务微信试运行以来，

58个试点村无一人因违规使用村级资金

受处分。在试点成效的基础上，9月份该

办法在全县所有行政村推开。“农村小额

无现金支付的全面实施，让农村基层干部

从村级账务层层签字把关的繁琐中解脱

出来，提升了工作效能，加强了财务监管，

夯实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群众对村级资金

使用的满意度也不断提升。”温县县委常

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李秋生说。

本报讯近日，卫辉市李源屯镇纪委

紧紧围绕上级重点工作和镇党委政府

中心工作，以“三举措”为抓手，形成了

风清气正的工作环境，有力地推动了该

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效促进了各项

工作的开展。

充分抓好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

理，利用好村级义务监督员，重点查处

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侵害群众利益的

违法违纪行为；规范村级小微权力运

行，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阳光体制，加

大对小微权力运用的监督和管理，需要

公开的村级事务都按要求主动、及时地

在固定公开栏和村级小微权力群进行

公开；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用坚定

有力的措施把纪律挺在前面，抓早抓

小，减少腐败存量。

今年以来，该镇纪委运用第一、第

二种形态，共对镇、村干部进行批评教

育或谈话提醒16人次，轻处分6人，达

到了既查清、处理问题又转化、挽救干

部的效果，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第一道

堤坝。(耿方胜)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石少
华）11月11日，在宝丰县大驰·首府大型

商超门前广场上，摆满了各种农产品，网

红主播不遗余力地在网上推介着这些农

产品，销售额节节攀升。上午10时，一

个小时销售出327.3万元的农产品。

当日，宝丰县组织的首届扶贫产品

“双十一”电商购物节在这里举行，13个

乡镇和扶贫带贫龙头企业、合作社带着

各自的特色农产品来到电商购物节现

场，线下、线上销售。

“我们周庄镇带来了马川村的食用

菌、刘湾村玉源奶牛养殖场的奶制品、孙

庄村华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西蓝花、胡

萝卜等产品，销售情况很不错。”周庄镇

镇长赵振华说。

“今年我们种在虎狼爬岭上的

1000 多亩‘宝丰’富硒秋月梨共产梨

800多吨，目前已售出600多吨。秋月

梨耐储存，可一直储存、销售到明年五

一前后。这次我们带着虎狼爬岭富硒

秋月梨参加电商购物节，就是要进一步

打响‘宝丰’牌秋月梨品牌，让‘宝丰’牌

虎狼爬岭富硒秋月梨走向全国。”宝丰

县欣荣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赵金亮

告诉记者。

在本次电商购物节现场，非常引人

注目的是各摊位前的网红主播，成为购

物节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该县闹店镇

的曹灿超不但是当地有名的“蚂蚱大

王”，也是一位网红主播，他除了对他的

油炸蚂蚱进行直播外，还到其他摊位上

进行直播。

为推动“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

在本次电商购物节上，宝丰县从培育的

26个淘宝直播达人中选取13人为13个

乡镇的农产品代言。与此同时，还从郑

州邀请了有百万粉丝的抖音网红“赵老

板”，为具有宝丰地域特色的宝丰酒、汝

瓷、虎狼爬岭秋月梨代言。

据了解，近年来，宝丰县加快实施电

子商务进农村工程，发挥电子商务在拓

市场、促消费、带就业、稳增长中的重要

作用，电商服务网点乡镇覆盖率100%，

行政村覆盖率80％以上，先后被评为河

南省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河南

省农产品电商十强县。今年前10个月，

全县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1.63亿元。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邓
金慧王雷 实习生赵明星）“召开这次

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近日，偃师市召开专项整治

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工作推

进会，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认认真真把主题教育抓实抓

牢抓出成效。自今年9月第二批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偃师市纪委抢先机、抓

重点，漠视群众利益专项整治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

成立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制订

《偃师市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专项整治部门联动方案》，印制《关于

公布漠视群众利益问题的举报内容

及方式的公告》，发至市直各单位、各

镇（街道）、各行政村（社区），并在“清

风偃师”微信公众号上予以发布，接受

广大群众监督举报。

建立专项整治工作联络组，每周

召集一次会议，汇报工作，研究存在问

题，布置任务。与责任单位进行充分

沟通，对6个方面17项整改内容进一

步研究，一条一条过关，对漏项、掉项

的台账要求重新制订，确保制订出切

实可行的整改台账。

“以前我的企业在市区，厂房小，根本

施展不开，多亏了宝剑老弟，把我的企业

引到了伊川县产业集聚区，才使我能放开

手脚来发展。”11月10日，在伊川县产业

集聚区洛阳金甲防火玻璃有限公司伊川

分公司成品车间内，一车车防火玻璃正在

装车出库，负责人沈俊涛感慨道。

沈俊涛与他说的“宝剑老弟”之前并

不认识，他的企业能到伊川来发展也纯属

巧合。

去年，伊川县市场发展中心的张宝剑

跟随同学到位于洛阳市洛龙区的洛阳金

甲防火玻璃有限公司参观，得知该企业是

一家有着十余年从事防火玻璃研究开发

和生产应用经验的专业单位。但是受厂

区所限，企业发展遇到瓶颈，负责人沈俊

涛想在周边寻找合适的场地。

张宝剑当即向沈俊涛积极推介起伊

川，随后，张宝剑了解到位于伊川县产业

集聚区东园的一家厂房对外招租，就立即

联系沈俊涛到场实地查看。沈俊涛看完

以后非常满意，在确定经营场所后，张宝

剑又跑前跑后忙着协助企业签订房屋租

赁合同、办理公司注册等业务，终于促成

项目于今年5月正式落地。

洛阳金甲防火玻璃有限公司伊川分

公司投产后，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与在市

里相比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纯属偶然，洛阳金甲防火玻璃有

限公司在我们县投资设立分公司。作为

一个伊川人我深感自豪，希望洛阳金甲

防火玻璃有限公司能带个好头，带动更

多的企业到我们伊川落户，为我们伊川

经济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增添后劲和

活力，我也愿意为他们跑腿服务。”张宝

剑说。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11月11日6时

42分，郑州东站G1564次高铁列车准时发

出，装载着网民从电商购买的日用品、服装、

五金配件等货物，3个半小时就能到达上海

虹桥站，高铁快运助力线上消费“当日达”。

据了解，自11月11日起至20日，中国

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双十一”电

商黄金周快件运输服务，每日开行高铁快运

列车10趟，推出高铁快运“站到站”“库到

库”、冷链箱运输等物流服务。高铁快运装

载的电商货物分别由郑州发往西安、北京、

杭州等城市。

运输期间，该集团公司与中铁快运郑

州分公司联手开展电商物流服务，与顺丰、

京东等快递企业合作，优化快件接取送达服

务流程，加强货物分拣、货物装箱、货物安检

等重点作业流程的监控。预计将发送高铁

快运货物60吨，绿色、环保、低碳的铁路现代

化物流开启“闪电达”模式。与此同时，该集

团公司和中铁快运郑州分公司实行“电商运

输、零散客户运输”双通道，针对零散客户可

办理省际、省内“当日达、次晨达、次日达、隔

日达、特定达”快件运输业务。

11月11日，光山县晏河乡鸡公潭糍粑加工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打制手工糍粑，备战“双十一”。糍粑风味独特，受到人们

青睐，“双十一”期间产品通过电商销售走俏全国各地，吸纳当地51名村民打制、销售手工糍粑，年人均增收3.7万元。通讯员潘信
海 谢万柏黄晓婉本报记者尹小剑摄

本报讯“以前手工登记一户需要三

到五分钟，今年在手机上登记，一户半

分钟就搞定了。”近日，在新安县2020年

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征缴现

场，懈寺村村民说。

据悉，新安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覆盖全县45万人口，每年一次的

集中征缴工作对于税务部门都是一

次严峻的考验。今年，新安县税务局

使用了深圳中保联合公司开发的“社

保便民管家”App，使用手机端采集

缴费信息的方式，替代手工登记，减

轻了基层的工作量，提高了数据质

量。

新安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席

文笃表示：“新安县税务局在城乡居民

医保征缴过程中不断进行尝试，力求

在稳妥开展工作的同时，结合新安实

际，探索出一条高效率、高质量的征缴

道路。”（张晶晶 张丹）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张劲松）

近日，2018年度全省商务中心区和特色

商业区（以下简称“服务业‘两区’”）综合

考核成绩出炉，周口市商务中心区在全省

175个服务业“两区”中荣获第二名佳绩，

同时，周口市商务中心区晋升为一星级服

务业“两区”。

据介绍，2018年，周口市商务中心区

实现营业收入18亿元，税收1.2亿元，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15亿元，新落地的圣桦

名城、佳利曼哈顿、昌建湖畔国际等项目，

总投资90多亿元。目前，周口市商务中

心区基础设施完善，发达的路网正在逐步

形成。

周口市商务中心区于2017年并入周

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近几年，该区按

照全省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

围绕“规划引领，品位至上，生态宜居，统

筹城乡”的发展理念，强化“高起点规划、

高水平设计、高质量建设、高精细管理”的

发展要求，立足“重征迁、保安置、拉路网、

招大商、高品位、快组装”工作重心，积极

服务项目建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全面

推进商务中心区建设，保持较高的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取得了显著成绩。

本报讯（记者李东辉）11月 11日，

2019中国（郑州）种子+好粮油产销对接

会的举办，拉开了“2019河南省秋季种

子信息交流暨产品展览会”的序幕。

对接会上，贵州台典酒业（集团）有限

公司与河南沃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河南

富吉泰种业有限公司与河南枣面业有限

公司等8家有关联的上下游公司现场签

约。参会企业代表表示，我们是第一次参

加这样的对接会，种业企业、粮食经营企

业及下游企业还可以这样合作。

据了解，该对接会由河南省种子协会

联合河南省粮食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种子

企业、粮油加工企业等共150家企业与会。

会上，河南省种子协会会长康广华、

河南省粮食行业协会会长江友昌共同表

示，此次对接会，加快了种业与粮食收储

及加工企业的深度合作步伐，助推了河南

粮食行业的快速发展，加快了粮食产业链

条的延伸与优化，打造了种业+粮食收

储、加工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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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铁启动“双十一”
快件运输服务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南乐县

走进党校重温初心

邓州市

提升党员干部精气神

偃师市

精准整治见成效

新安县税务局

医保征缴走上“快车道”

卫辉市李源屯镇

三措并举助力党风廉政建设一次偶遇，成就一段招商佳话

种子＋好粮油产销对接会在郑州举办

□本报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李雪玲葛高远董俊峰

周口市商务中心区
年度考核获佳绩

宝丰县举办扶贫产品“双十一”电商购物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