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范燕
彬）深冬时节，室外天寒地冻，修武县白云

小区的焦小社家里却温暖如春。修武县

实施的集中供暖工程，让2800多户像焦

小社一样的普通群众不但用上了暖气，也

让修武告别了没有集中供暖的历史。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来，

修武县始终坚持从最困难的群体入手，从

最突出的问题着眼，从最具体的工作抓

起，用一件件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解锁群

众幸福密码，真正把好事办到群众家门

口，把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民生实事温暖困难群体

“医养中心真是解决了俺的大难题！”

前不久，57岁的贫困户赵陈根住进了医

养中心，照顾他多年的妹妹赵新花总算松

了一口气。修武县郇封镇第二卫生院医

养中心刚刚投入使用，就有11名失智失

能人员入住，从“一人患病，拖累全家”到

“医养一个人，解放一群人”，折射出的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温度。

修武用民生实事精准对接困难群众

需求，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和动态调整

机制，把该兜的底兜住，把该保障的保障

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让贫困户成

为民生实事的最大受益者。

云台山镇整合上级资金、社会资金

66万元，扩宽、硬化通往深山村的最后

1.6公里道路，破解群众出行难问题；县

教育局为73名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

上门”；县卫生健康委将健康教育、慢性

病随访等服务送上门，每个贫困户都有

了自己的家庭医生……聚焦困难群体，

增进民生福祉，2019年修武县有10个贫

困村脱贫摘帽，建档立卡贫困户退出686

户1951人。

民生实事破解突出问题

“我们有房子，为什么办不了房产

证？没有房产证孩子不能上学，没有房产

证房子不能交易。”这个问题，困扰群众多

年却始终无法解决。

如何让群众悬着的心放下来？修武

县组织相关部门实地走访、认真研究、出

台政策，化解国有建设用地上不动产登记

相关问题，19个居民小区的50户家庭拿

到了期盼已久的不动产权证书。

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问题，修武

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热点难点问题，拿

出化解矛盾、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一个

个民生“痛点”变成了幸福“支点”。

看病难？县卫健委投资877万元购

置6台云巡诊车和170台便携式健康一

体机，把优质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

口”；看娃难？全县举办106场家庭教育

培训，43场“快乐家务”比赛，让父母更出

色孩子更出彩……修武县着力破解与群

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突出问题，给老百姓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

民生实事提升幸福指数

群众的期盼就是解锁幸福的密码，修

武县让民意来推动民生实事项目的决策

和落实，让有限的财政资金真正用在刀刃

上。

为了方便农村群众出行，该县投入

1700万元，新购置新能源纯电动汽车29

辆，优化城乡公交运行线路20条，规划新

增公交港湾站79个，停靠站点216个，修

武187个行政村全都通了客车。

让乡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修武县

着眼强化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1.28 亿

元实施农村水系综合治理，对 26个行

政村进行电网改造升级，投入资金2.06

亿元创建368.6公里的“四好农村路”，

投资 6900 万元实施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投资 1280万元实施农村环卫一体

化项目。

2019年，修武县民生支出14.1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同比增长

12.3%，一系列民生工程扎实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群众幸福感

不断攀升。

2019年12月，中共河南省对口支援

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表彰了一批优秀援

疆干部人才，其中就有援疆支教教师马艳

红的名字。

1月12日，记者在郑州见到了马艳

红，那张白净的脸上始终带着温婉的笑，

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说起她的哈萨克族学

生，叶丽扎、胡热莱、叶力波林森、叶尔依

娜提……一长串学生的名字马艳红稔熟

在心。

47岁的马艳红援疆前是沁阳市第一

小学教师，2018年8月，她主动申请到哈

密市援疆支教。来到哈密后，马艳红被分

配到距哈密市区140多公里的巴里坤县

第一中学教小学一年级语文、二年级书

法，另带两个国学社团。

第一天上课马艳红就懵了，花名册

上有38位学生，3个汉族，2个回族，33

个哈萨克族，一个个长长的名字令她眼

花缭乱。她知道，必须尽快记住每一个

学生的名字，才便于开展下一步教学。

第二天，她把座次表抄在语文书封皮

上，每节课前点一次名，课间再把学生呼

唤到身边熟悉一下脸孔，晚上回到房间重

复在笔记本上抄两遍全班学生的名单，先

记字多的，后记字少的。这样反反复复三

天，她便记住了所有学生的名字和长相。

哈萨克族孩子们汉语基础普遍比较

薄弱，为了让孩子们喜欢学拼音，马艳红

想了很多办法。她每天都在网上寻找鲜

活的图画和故事，用形象化的方式打开了

学生们稚嫩的视窗。

拼音学起来比较枯燥，马艳红倒有十

足的耐心，学不会的学生下课开个小灶加

个班是寻常事。班上有一对双胞胎兄弟

乌拉尔和吐默尔，上课时常不注意听讲，

天天上学不带笔和本，座位没捂热就开始

东摇西晃。怎么办，马艳红和孩子们的母

亲一次次沟通交流，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矫正他们的不

良习惯。

乌拉尔和吐默尔喜欢读儿歌做游戏，

马艳红就单独教他们俩背儿歌，谁背得快

就有先吃糖果的奖励，学累了还和老师玩

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欢声笑语中激发

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没过多久，两个小家

伙你追我赶酷爱学拼音，上课提问时小手

举得好高要抢答。哪怕有一点点微小的

进步，马艳红总不忘表扬他们俩几句，孩

子们在夸奖中越变越好，坏习惯渐渐也消

失了。

学校里得知马艳红是中华诗词学会

会员、河南诗词学会会员，便把国学社团

的工作分给了她一部分。马艳红干得很

认真，常常辅导孩子们大声诵读唐诗宋

词。哈萨克族小姑娘冉娜特别喜爱读古

诗，马艳红就一句句讲解给她听。杨艺菲

小朋友要参加讲故事比赛，马艳红就帮她

在故事中挖掘感人的细节。学校举行“品

中华古韵诵千秋经典”活动让马艳红担任

评委，在作品点评分析时，她把吟诵讲得

美声美色，一时间赢得满堂彩。

在马艳红笔下，新疆之广博之壮美令

人迷醉，巴里坤之厚重之辽远令人遐想。

夜深人静时，伴随着山北雪花细碎的脚

步，她写下了《大美新疆游记——坎儿井

的流水清》《踏雪登岳公台》《陪你走走怪

石山》《静美的巴里坤县一中》等一系列美

文，并发表在河南各大媒体上。这些推介

新疆的旅游文章，引得中原大地上的人们

对新疆魂牵梦萦。

且看云山一色天，诗情万里传。远在

千里之外的丈夫问起支教感怀，马艳红用

一阕词回复了爱人的牵挂：我与天山相

遇，草天一色丰盈。欣闻高树鸟鸣声。逐

风堪入画，沐雨引诗情。八月雪飘奇有，

三更觉醒思明。胡杨坚挺令人倾。初心

情未改，不负东疆行。

泌阳县供电公司：开展寒冬送温
暖活动

1月13日，临近春节，国网泌阳县

供电公司到对口帮扶村羊册镇文庄村

开展“脱贫攻坚送温暖”慰问活动。

当天，公司党委书记吴起、纪委书

记、工会主席吴文韬与共产党员服务队

员一行对该村贫困家庭进行走访慰问，

为他们送去大米、食用油等慰问物品，

详细了解贫困家庭近期的生产生活状

况、身体状态、有无重大困难等情况，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温暖和关怀。同时嘱

托公司驻村工作队员要时刻把扶贫工

作抓好落实，尤其是春节期间更要做好

贫困户的慰问走访，让他们感受到公司

的关心和温暖。随后，党员服务队员向

村民们发放安全用电图册，宣传讲解冬

季安全用电知识，对该村五保、低保家

中用电设施进行检修，更换老旧电线和

闸刀，消除安全用电隐患，确保大家度

过一个温暖祥和的新春佳节。（王超）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对辖区“住改商”进行排查摸底
为不断改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工

作，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按照《郑

州市进一步改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实施

方案》通知要求，对辖区所有沿街门店

进行摸底排查；社区工作人员对存在

“住改商”问题的沿街门店做好商户及

房东思想工作。(杨丹)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这是我

们合作社种植的红肉苹果和香梨，是目

前市场上少有的品种，不仅好看好吃，

营养价值也很高。”1月15日，新乡市举

办全市优势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座谈

会，延津县宏兴林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申彦兵现场向大家介绍合作社的

农产品。

“新乡市的许多农特产品在绿色生

态、品相口感、营养价值等方面都具有

很大的优势。”新乡市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张克永说，“由于种植分散等原因，

新乡市许多优质农产品的名气没有打

出去，普遍存在有产品没销量的情

况。这场座谈会，就是要引导批发市

场、电商、大型超市等农产品销售平台

与企业、合作社以及贫困村建立长期

稳定的产销关系，让特色农产品‘出村

进城’。”

2019年以来，为了给农户和采购商

提供及时、全面、准确的产销信息，新乡

市持续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数据支持

和服务，建立产地市场信息收集、分析

和发布机制；同时大力发展冷链物流，

建立起农产品流通的“高速公路”，并充

分利用电商平台，实现线上购买与线下

流通的无缝衔接，促进产业发展、农民

增收。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中献
高书胜）“邓州是‘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

发源地，邓州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回去后，我们将在民生工程、服务企业等

工作中运用好‘四议两公开’工作法，为乡

村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1月11日，西峡

县回车镇花园村党支部书记崔广东告诉

记者。

为使南阳市所有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深化对“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内涵的理

解把握，进一步提高运用“四议两公开”

工作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南阳市委组

织部和邓州市委联合组织了“四议两公

开”工作法专题培训。

本次培训采用现场观摩和报告会的

形式进行。现场观摩的邓州市文渠镇肖

店村、龙堰乡刁河村、湍河街道三里河社

区各有特色，但共同点都是坚持运用“四

议两公开”工作法这把“金钥匙”，破解发

展中的难题，让基层治理、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等各项工作欣欣向荣。参加培训

的人员纷纷表示，回去之后要将邓州的

好经验好做法结合实际推广运用，让村

（社区）的各项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本报讯 为深入了解林州市建筑业

纳税人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难题和困

惑，更好地服务广大建筑业纳税人，1月

14日，林州市税务局召开全市建筑业税

收座谈会，35家建筑企业代表的财务人

员参加了会议。

会上，参会企业代表逐一发言，对市

税务局在政策落实、纳税辅导、组织培训

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分别结合自

身提出了在纳税过程中遇见的困难和疑

问。市税务局工作人员一一登记，统一

回复解答，并就大家提出的共性问题再

次进行了深入讲解。最后，林州市建管

局党组书记、局长吕现朝和林州市税务

局党委书记、局长裴社奇分别对建筑企

业如何更好更快发展以及如何规避税收

风险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据了解，自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以来，林州市税务局始终融服务于管

理，成立专门的建筑业税源管理服务机

构，全方位支持林州建筑业健康发展。

一年来，该局先后为全市1500余家建

筑企业举行14场政策培训，累计培训

3000余人次，为符合退税条件的162户

企业送去了减税降费的红利，为100户

重点建筑企业配备“税收秘书”，建立微

信政策服务群，为1400家建筑企业提供

无障碍服务。 （刘素君）

本报讯 （记者冯刘克 通讯员李叔
亭）为进一步激发干劲，树立标杆，表彰先

进，形成比学赶超、争做贡献的浓厚氛围，

1月13日，巩义市回郭镇召开2019年度

总结表彰大会，拿出资金500万元，对涌

现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给予重奖。

2019年，回郭镇产业转型明显提速，

各项事业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可喜

成绩。巩义市产业集聚区被评为国家三

星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五

星级产业集群。税收指标实现跨越式增

长，全年全口径税收完成11.9亿元，一般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完成4.86亿元，税占比

100%，增长47.6%，占目标的142%，其他

主要指标总量、增速均位居巩义市前列。

会上，该镇对奋进杯先进村、纳税先

进企业、“摘星夺旗创三宜”先进村等进行

了隆重表彰，奖励总金额近500万元，是

历年来力度最大、金额最高的一次表彰。

通过大张旗鼓的表彰鼓励，真正在全镇营

造了“看实绩、重实效、以实干论英雄”的

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冯刘克通讯员穆文涛
李烁）“政以廉为本，家以和为先”“民富国

强户户兴，官廉党政家家乐”……近日，郑

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三湾街社区活动

室内，一副副廉洁春联引起党员干部和群

众驻足观看。

为弘扬廉洁文化，倡导广大党员干部

过一个风清气正的春节，上街区纪委监委

联合济源街道三湾街社区开展“写廉洁春

联、过廉洁新年”活动，邀请区书法爱好者

挥毫泼墨，传递节日的喜庆与吉祥，寄托

人们廉洁过节的憧憬和向往。

此次活动共送出1000多副充满新春

喜庆的春联和福字，其中崇廉、倡廉春联

200余副，不仅弘扬了廉洁文化，丰富了

基层干部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把浓浓的

年味和新春祝福送给了社区居民。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裴
一乔）“之前听说办理计生奖扶手续可

麻烦，来三两回不一定能办成，今儿看

着也挺快的啊？”“那是以前你需要的

证件没带全，今年镇里在各村主要街

道以及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都提前张

贴了‘温馨提醒单’，要啥手续上面写

得清清楚楚，我们提前把需要的各类

手续带齐，来一次就能办成。不认识

字的镇便民服务大厅门口还设有咨询

台，方便得很！”1月13日，宝丰县张八

桥镇姚店铺村的刘秀丽和张玉红一边

排队一边讨论着办理计生奖补的体

会。他们说的是办理计划生育“四项

扶助”。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认真收

集群众的意见，提升服务窗口的服务质

量。当我们了解到一些群众总是因为

不清楚办事流程带不齐证件为此多跑

腿儿的情况后，就提前把受理群众申请

所需要的证件材料以及开始结束时间

打印成‘温馨提醒单’，贴在各村主要街

道以及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显眼位置，

让办事群众一看就知道办理程序和所

需材料，方便群众办理‘四项扶助’。整

体来说，今年‘四项扶助’的办理时间更

短，办事效率大大得到了提升。仅1月

13日当天就办理计生奖励补助86人，

奖励扶助10人，特别扶助1人，共计97

人，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1天。”张八桥

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李世
旭）“修了水泥路，出来进去都方便，春节

孩子们放假回来，也不怕下雨踩泥了，这

得感谢俺村的驻村工作队。”1月9日，郏

县茨芭镇高村8组村民薛志军说。

高村在过去是个出了名的乱村，村

里干部走马灯似的三年两头换，道路坏

了没人修，一下雨就成一锅汤，坑洼的路

面常常会碰坏汽车底盘，村民们对此怨

声载道。

2018年5月，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扶

贫工作队在队长李国忠的带领下进驻高

村。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村干部们团结

了，班子稳定了，修路也被提上了日程。

2019年初，李国忠等人到省里申请

了4公里的通村入组道路项目。当年

11月中旬项目开始动工，经过半个多月

的日夜奋战，全长1.5公里、宽4.5米的4

条连接主街的道路完工了。

“现在天冷了，施工不能保证质量，

剩下的2.5公里道路得等到开春以后天

气暖和了再修。到时候所有的房屋排前

路都要修成水泥路。”李国忠说。

已经修完的 1.5 公里道路并不算

长，但给村民带来的便利却是巨大的。

晚饭后，路上到处都有带着孩子散步的

村民，大伙儿再也不怕路不平踩水坑

了。水泥路修到村小学门口，孩子们上

学也方便多了。

“驻村工作队还为我们争取了党群

服务中心修缮项目，翻修了村部的院墙

和大门，建了公共厕所，平整了院子，使

原先破烂的村部也变得漂亮了。”村干部

张宏涛说，“群众还编了个顺口溜：修了

一环修二环，大路修到心里面，村部旧貌

换新颜，群众日子更舒坦。”

本报讯 （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赵永
昌）“你看看，俺村这一块块平坦宽敞肥

沃的土地都种上了小麦、蔬菜，每亩地收

益和可耕地里的庄稼差不多。说实话，

过去这些都是几十年没有利用的‘死

地’。乡里集中整治以后，老百姓能种地

了、村里也有集体收入了……”1月6日，

商水县平店乡大朱庄村党支部书记朱春

华说起闲置土地、残次林地整治工作的

好处滔滔不绝。

“所谓闲置土地就是原来国家土地调

查统计图斑上显示的未使用的建设用地，

所谓残次林地就是利用率极低的农用

地。”乡国土资源所所长吕翰林介绍说，截

至目前，平店乡共整治土地970多亩。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孙玉合介绍说，

闲置土地、残次林地整治其实就是“农村

土地改造提质增效项目”，不仅是平店

乡、全县24个乡镇（场、办）都开展了此项

工作。2018年，全县整理土地1万多亩，

2019年预计能整理2000多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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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实事多民生实事多 幸福摸得着幸福摸得着
修武县把温暖送到群众的心坎上

新乡市

产销对接助农产品“出村进城”

宝丰县张八桥镇

“温馨提醒单”方便群众办事

郏县茨芭镇高村

泥水路变成水泥路

巩义市回郭镇
重奖发展功臣

郑州市上街区

廉洁春联进社区

马艳红 真情援疆育桃李
□本报记者 孙纪山

商水县 闲置残次土地巧妙“生金”

南阳4900余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相聚邓州

培训“四议两公开”工作法

林州市税务局

服务建筑业用真心用真情

1月16日，室外雪花纷飞，夏邑县太平镇刘花园村育苗基地大棚内却春意盎然，工人们正忙着管理西瓜苗。该县西瓜种植面积在

15万亩左右，年产值约20亿元以上。 夏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