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一版）
打造“自尊自信自强”新形象，为河

南烟草商业系统带来了新风气，传递了

新理念，确立了新标准，明确了新方向。

“‘高质量发展’和‘自尊自信自强’是郑

州烟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灯塔

和航标，为我们提供了行动指南、指明了

实践方向。”郑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局

长、经理蒋中民说。

“赛马”机制

“1的365次方，还是1；如果每天多干

一点点，1.01的365次方，结果是37.8；如

果每天稍微偷懒一点点，0.99的365次方，

结果就是0.03”。这是网友热议的“励志公

式”。而在与河南烟草商业系统干部职工

聊天时，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赛马”。

谁来赛？赛什么？如何赛？

全省烟草商业系统，包括18家市级

烟草专卖局（公司）和134家县级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有一支潜力巨大的生力

军：45岁以下的职工有1万多人，其中本

科以上学历5000多人，研究生以上学历

470人。而这场名为“百舸争流”的赛马

活动，为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提供了展

现的舞台和出彩的机会。

在赛马架构设计上，卷烟营销、烟叶

生产经营、市场监管、内部监管、财务管理

五大领域，共计78个赛马指标。通过综

合开展月度、季度、年度三个时间维度赛

马，并按照“334”的比重分配分数权重，

有效加强对各项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过

程监测和赛马比争。

坚持以结果为导向，找差距、挖潜力，互

相比、互相赛，工人与工人赛、干部与干部赛、

岗位与岗位赛、单位与单位赛……“赛马”激

励出高昂的士气，全省烟草商业系统广大干

部职工创新创造能力得到极大释放。

南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烟叶生产

技术中心的李倩，是一名毕业于西南大学

的博士，她说：“谈到变化，我最大的感受

是，现在是技术拽住生产走，我们正在积

极规划和筹备天敌工程技术中心建设，预

计建成后年繁育蠋蝽500万头，年产赤眼

蜂400万枚，对全省现有种烟面积基本实

现全覆盖。”

“三步走”路线图

高质量发展的灵魂在于，把最为简单

的坚守做到最为精准、最有价值的水平。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新一届党组深

入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打造“自尊

自信自强”河南烟草商业，明确了整顿调

整期、形象转变期、赶超进位期“三步走”

的发展战略；并精准定位时间节点：到

2025年，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得

到有效解决，河南烟草商业系统的管理水

平高、经济效益优、队伍活力足、对外形象

好，所创造的业绩、经验和新的模式在全

行业有一席之地，力争走在前列。

刚刚过去的2019年，“三步走”的第

一步迈得稳稳当当：

烟叶收购期间，河南所有产烟区的烟

叶收购质量和秩序，接受地方纪委监委的

监督。因此，2019年的举报最少，烟农和

卷烟工业企业最为满意，全年共收购烟叶

185.2万担，其中上等烟达64.58%。

规模制假基本铲除，全省查处假私烟

案件5822起、数量5480万支，捣毁制假

窝点126个，侦办部督案件15起。对成

功破获漯河“10·02”“12·02”卷烟制假案

件、新乡“12·20”非法加工烟丝案件，公

安部、国家烟草专卖局打击制售假烟网络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先后发来贺电予以

通报表彰。

更明显的变化，则是体现在公开公平

公正的工作氛围的营造、求真务实工作作

风的落实上。

方城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党组书

记、局长、经理汪波说，2019年烟叶收购

期间，借助“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有利契

机，以地方政府为主导，内外联动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乱纪、干扰收购环境及诬告行

为，收购环境更加规范和谐。方城县石寨

烟站站长谭军，是个当了15年站长的老

烟草人，他的感受最深刻：“2019年收购

期间，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是外部干扰

少了，所有的心思都用在干工作上，心里

反而感觉比以前轻松了许多！”

鞍马犹未歇，战鼓又催征。迈入

2020年，河南烟草商业在推动高质量跨

越发展的浪潮中，风鹏正举，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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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世
旭）“这些蜂蜜都是纯正的土蜂蜜，你看

看，稠得用勺子都舀不动。我就想趁着

年前的山货大集多卖一些。”1月13日，

郏县茨芭镇铁炉村村民涂双立说。

涂双立的家在茨芭镇东北部的东

蛇山下，他家的蜂蜜都是蜜蜂从附近的

东蛇山和莲花山上采来的优质荆花蜜。

然而，好酒也怕巷子深。老涂的蜂蜜

品质虽好，但销路不畅。只有在每年的山

货大集上，他的蜂蜜才能火上一把。

为了帮助像老涂这样的农民出售农

副产品，探索扶贫新途径，吸引城市居民前

来购买山货，茨芭镇大打“文旅牌”，发展全

域旅游，举办山货大集。从2016年开始，

该镇的山货大集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

为了增加山货大集的吸引力，茨芭

镇利用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

源，在大集上进行舞龙舞狮、秧歌、铜器、

广场舞等表演，还创新举办长桌宴、饸饹

宴、喝摔碗酒等活动，每天晚上还要进行

打铁花表演。

目前，茨芭镇的扶贫山货大集已经

成为展示该镇特色产品与扶贫成果的特

殊窗口和旅游品牌，每年都要吸引来自

郑州、平顶山等地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

逛山货大集、办年货。据统计，仅去年在

山头赵村举办的山货大集上，一天的交

易额就达10多万元。

“我们通过举办山货大集，助推我镇

的文化旅游产业，推进农旅融合，促进乡

村振兴。”茨芭镇镇长刘世杰说。

1月13日，记者走进正阳县陡沟镇

老李手工馍店，一股馍香扑面而来，院子

里存满了客户订的年馍，李正国和女儿

在揉面团、做馍，妻子在厨房蒸馍，儿子

招呼着前来买手工馍的顾客，一家人各

有分工忙碌着。

“我是平桥的，陡沟手工馍在我们那

很有名气，一家老小都爱吃，这不，快过

年了到陡沟备点手工馍当年货。”信阳平

桥市民李光说。

“进入腊月订单都满了，我们昼夜不

停地做馒头一天也就做3000多个，街上

好几家的手工馍都被大客户包了发往外

地，就这两天散客来买，再过几天我们也

专心给大客户做馍不再零售。”李正国

介绍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经过岁月的沉

淀一个地方祖祖辈辈的饮食习惯，逐渐

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饮食文化。陡沟馍

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陡沟馍因发酵粉发

面、手工和面、醒面时间长、揭面次数多、

高粱叶打底蒸，出窝后成带焦等独特的

传统工艺，声名远扬，俏销市场，陡沟馍

也成了游子们记忆中的乡愁。进入腊月

订单骤增，街上好几家的手工馍都被大

客户包销。

“老板，我这一上午跑好几家都没买

到一个馍，你就帮忙匀出来几十个卖给

我吧，好几家人等着我买的馍呢。”专门

开车从驻马店跑百十公里赶来买馍的老

王跟李正国央求道。“可不是不卖给

你，俺这馍一进腊月人家都订了货，每天

做的馍有数，卖给你了，人家提前预订的

馍我们就交不了差啦，你大老远来啦，让

你空着也不得劲，我给你匀20个馍回去

吃，明年要吃可一定提前预订。”接过李

正国用食品袋现装的热馍，老王一边致

谢，一边索要李正国的电话，表示明年就

要提前打电话预订。

“俺现在出门送礼，亲戚们啥也不让

带，点名就让带咱陡沟馍！”陡沟镇张湾

村的沈瑞买了200个手工馍装了四个

袋，准备去北京走亲戚。

在正阳县，经营“陡沟手工馍”的有

20多家200余人，腊月里10多天可销售

200万个“陡沟手工馍”，年产值1000多

万元。销售范围遍布集镇、县城和驻马

店市区，并辐射到正阳周边的信阳、武汉

等地，在一些城区的超市、大街小巷，随

处可见带有“陡沟馍”标志的馒头。

“我们准备成立合作社进一步扩大

规模打造‘陡沟手工馍’产业，带领群众

共同致富，让‘陡沟手工馍’的招牌更亮、

走得更远。”陡沟镇一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李政）春运回乡票难

买、车难坐，常让人望乡兴叹。为让在

郑州务工人员回家的路上少一些波折、

多一度温暖。1月16日，由大河网、中

国石油河南销售公司联合举办的第二

届“温暖回家路‘油’我伴你行”活动正

式启动。

据了解，从2019年，“温暖回家路

‘油’我伴你行”主题公益活动正式启

动，活动征集爱心司机，捎带老乡一程

回家过年，截至目前，已收到各界爱心

司机300多名报名参与。

来自信阳的爱心车主朱登峰是第

二次参与这个活动。“去年我带了一位

乘客回老家，刚开始大家还不太熟络，

后面聊得也很开心。今年一看到这个

活动，我就又报名了，这个活动非常有

意义，以后还会一直参与下去。”朱登峰

说道。

大河网总经理高亢在致辞中表示，

大河网秉承媒体社会责任，不断联合各

部门、各机构策划举办各类公益性活

动，搭建各种公益传播平台。2019年

12月5日，由大河网承建运维的河南省

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志愿河南”正式上

线，此次“温暖回家路‘油’我伴你行”活

动，也正是春运期间多方合力推进河南

志愿服务活动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

将根据目的地和返程时间，尽量做到最

合理、最及时的结伴安排。”

在活动现场，活动主办方还为爱心

车主发放了“爱心油卡”，返乡乘客也收

到了沉甸甸的“爱心礼包”。活动参与

方式：关注大河网公众号或拨打报名咨

询电话4006371669。活动截止时间是

1月21日中午12时。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常军
营袁上琦）为充分发挥志愿者在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推进中的生力军作用，新年

伊始，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力弘

扬倡导志愿者“奉献、互助、友爱、进步”

的志愿服务精神，实现志愿服务常态

化，努力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风尚，传

递社会正能量，全面助力漯河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

据悉，示范区党工委组织召开全区

创文工作推进会，对志愿者服务工作专

项部署，在进一步提高服务标准、保障

服务质量、狠抓服务督导的基础上，形

成服务常态化、执勤制度化，确保志愿

者服务工作取得实效，见到成效，切实

践行“创建为民，创建惠民，创建利民”

的创建准则。

目前，该区区直及驻区各单位组建

自己的志愿服务队共29个，700余名志

愿者由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带队，按照分

包台账，坚守在各自的分包区域、分包

路段，开展日常劝导工作。同时，志愿

者在茶余饭后自发组织起来，分成多个

小组，深入辖区30个行政村，走街串巷

了解群众所需所求，提升志愿服务覆盖

面。

本报讯（记者李政）1月16日，一项

面向脊柱侧弯贫困患者的慈善救助项

目在河南省人民医院启动。这项由河

南省慈善总会筹措200万元资金的救

助项目，将通过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脊

髓外科专家团队，为不少于100名患者

提供慈善救助。

针对脊柱侧弯贫困患者慈善救助

项目具体情况，河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

盛国民表示，该项目主要解决贫困患者

医疗费用问题。项目救助对象及标准：

对于低保、特困和建档立卡户患者实际

负担医疗费用，由省慈善总会全额资

助。其他贫困患者实际负担医疗费用1

万元以上，按照自负金额的80%救助，

每人最高救助2万元。项目目标是，

2020年，省慈善总会计划投入项目基金

200万元，资助不少于100名贫困强直

性脊柱炎导致的脊柱及关节强直畸形，

先天性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脊柱畸形患

者，通过手术治疗恢复功能，增强其参

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据了解，这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脊柱

脊髓外科专家团队在联合共青团河南

省委、智善公益基金会，先后启动“中国

梦·脊梁工程”、脊柱畸形千人救助计划

后再次启动的慈善公益基金，将为更多

脊柱畸形患者带来福音。

本报讯 1月13日，河南省中和亚健

康服务中心与河南省中药材协会共建

河南省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签约授牌

仪式暨首届中原亚健康专家座谈会在

郑州召开。

会上，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主任、

中华中医药学会亚健康分会名誉主任

委员孙涛说，中医药学凝聚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实践经

验，无论是在养生保健理论的系统化、

全面化上，还是在实际运用中技术的

成熟化、多样化上，都具有不可比拟的

优势。河南省中药材协会会长贾少谦

说，河南省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将建

立专家库，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

特色优势，积极探索构建“中医特点明

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

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开展人才

培训，培养更多的亚健康调理专业人

才；促进中医药养生保健技术的普及

程度，推动亚健康服务事业发展。

（张彬彬）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通讯员王涛）1

月14日，国网南阳供电公司“宛电文艺

轻骑兵”一行20余人驱车来到省、市公

司定点扶贫村——南召县娘娘庙村、方

冲村，向群众送文化、送春联、送欢乐、送

祝福。

凛冽寒风呼呼地吹，但村部广场却

是暖意融融。“宛电文艺轻骑兵”为村民

带来了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把最美、最

真的祝福送给村民。演出特别设置了观

众互动环节，穿插用电常识、扶贫知识有

奖问答和小游戏，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台

上台下欢歌笑语、掌声不断。在最后的

大合唱环节，演职人员与村民共同唱响

了《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对祖国

的赞美之情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支起桌椅，摊开纸张，该公司书法协

会的“书法家”这边裁纸、磨墨，那边挥毫

泼墨，为村民写着喜庆的春联。村民李

长友兴奋地说：“你们写的春联比街上卖

的好多了，希望以后多来送文化送演

出。”

慰问演出结束后，该公司领导与扶

贫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贫困户家中，为贫

困户送上米、面、油、棉被等慰问品，了解

贫困户的生产生活状况及需求，鼓励他

们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

“把文艺作品送到群众家门口，将惠

民、为民、乐民的文化服务项目与群众精

准对接，切实活跃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为

南阳脱贫攻坚工作注入一股‘暖流’，是我

们‘宛电文艺轻骑兵’此行的目的，真心祝

愿老乡们幸福生活比蜜甜、芝麻开花节节

高！”该公司驻村第一书记李建鹏说。

“宛电文艺轻骑兵”成立于2019年4

月，由该公司的文艺骨干组成。成立以

来，他们秉承“贴近一线、贴近基层、贴近

群众”的宗旨，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到基层

义务演出。

丁老头叫丁文华，今年77岁，是巩

义市米河镇半个店村卖豆腐的“老将”。

米河镇向东100多米有个十字路

口，丁文华每天都弓着腰在路边卖豆

腐。1月12日上午11点多，丁文华的豆

腐卖得只剩下一块。“我卖了40多年的

豆腐了，年龄也大了，邻里们都喊我丁老

头。”丁文华说。

“这个丁老头耳背得厉害。”旁边卖

豆皮的芦海芳说，丁文华的右耳朵完全

听不见，左耳朵也听不清了。

丁文华的豆腐都是和老伴纯手工做

的，“一天能卖五大块豆腐，一块20斤，

差不多中午卖完，卖完了就回家吃饭。”

丁文华边整理手套边说，现在一天差不

多能挣200块钱，比着过去不仅钱挣得

多了，日子也好过多了。

丁老头以前是村里的低保户。

12年前，丁文华的儿子出了车祸，儿

媳妇一走了之，剩下一个8岁的孙子跟

着，老两口靠卖豆腐来养活孙子，供他上

学读书。丁文华说：“那个时候老伴身体

也不好，邻里们都热心帮忙。”也就是从那

个时候起，丁文华每逢过年，就给村里人

挨家挨户送块豆腐，一口人分二斤。

来丁文华摊前买豆腐的都是附近的

村民。进入腊月，丁老头的生意越来越

好。“这块豆腐我拿走了啊。”丁文华就摆

摆手，让客人掂走了。别人大声说：“没

给你钱啊！”他说：“不怕，都是熟人，明天

钱都送来了。”

“靠政府帮助，4年前俺就不是低保户

了！现在孙子在郑州工作，我们老两口指

望卖豆腐也能吃好的穿好的了。”丁文华

说，“以前穷才卖豆腐，那是为了吃喝。现

在有钱了来卖豆腐，这是找个趣儿。”

1月15日，滑县农商银行开展“新春走基层春联送祝福”活动，领导班子成员深入村庄、企业、农户，送春联2000余副。史如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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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陡沟手工馍不预订买不到

卖豆腐的丁老头

捎带老乡一程回家过年
第二届“温暖回家路‘油’我伴你行”活动启动

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实现志愿服务常态化

河南省中和亚健康服务中心成立

脊柱侧弯贫困患者救助项目启动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黄华 通讯员胡瑞琪

□本报记者代珍珍

“宛电文艺轻骑兵”下乡演出暖民心

郏县茨芭镇 山货大集等你来

着力“自尊自信自强”塑造高质量发展内核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张旭
长）1月15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街道

姚孟村群众文化活动广场上锣鼓喧天，

人山人海，一场由群众自编自导的迎新

春联欢会正在排练。

其实，早在两个月前，姚孟村还没有

一处像样的群众文化活动广场，村子里

每次召开群众会或者组织大型活动，都

要借用离村子2000米外的一家企业的

俱乐部。

去年10月底，湛河区在深入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过程中，

从着力解决好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

做起，让群众出题，由干部答卷，动员全

区党员干部主动深入辖区所有行政村

（社区），通过入门进户走访、设立意见

箱、开通举报电话等形式，访民情、听民

需、知民意，根据群众需求，及时制订方

案，并予以限时整改，切实打通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村里需要活动广场”“人居环境要

改善”……湛河区、街道两级工作人员通

过在姚孟村为期一周的走访，梳理出了

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最终决

定按事情的轻重缓急，理清顺序，逐条解

决。兴建群众文化活动广场被该区首先

列入了工作日程。

姚孟村为近郊村，土地资源相对紧

张，走访人员与村“两委”对接，通过进一

步排查，通过多方协商，将该村一处占地

2000余平方米的老旧院落作为群众文

化活动广场的用地，根据村民意愿进行

设计，并投入专项经费30余万元，加班

加点兴建。看到意见得到落实，村民们

主动出义工，协助施工方建设，让原本计

划两个月的工程一个月完工了。

平顶山市湛河区姚孟村

老旧院落变身群众文化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