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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污染防治攻坚办

倡议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宁陵县驻村第一书记姜国昌

“我就是来为咱老百姓排忧解难的”

“幸福树”结满“幸福果”

孟津县

奖赏高质量发展功臣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29日，记者

从河南人才市场了解到，7月份，河南人

才市场将开展“暖心送岗助力复工”系

列线上和线下主题招聘活动，15场特色

主题招聘会将为各类人才与用人单位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招聘活动期间，河南人才市场将于

7月3日、10日、17日、31日举办线下高

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及大中专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4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预

计将有200余家用人单位参会，为毕业

生“暖心送岗”，岗位需求预计近万个。

还将于7月24日举办“助企用工”2020

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暨

生产制造/教育培训/互联网服务行业专

场招聘会，为企业提供融才平台。

河南15场特色招聘等你来

“这次真是来对了，没想到这深山沟

里藏着这么秀美的世外桃源啊！”6月12

日，由中宣部组织的“走向我们的小康生

活”媒体报道团来到禹州市鸿畅镇李金寨

村。徜徉于干净整洁的街道上，行走在飞

檐翘角的别墅间，驻足于“五好”村民光荣

榜前，聚集在姹紫嫣红“幸福树”下，记者

们禁不住连声赞叹。

“四议两公开”议出公道

“以前，李金寨村由于地处采煤区，长

年煤尘笼罩，环境卫生脏乱不堪；村里大

事不公开，群众有意见；村风村训无人管，

连棵果树都种不成。树上的杏、枣还没长

熟就被摘光了，村民干脆一斧子把树砍

倒，不吃果子也不生这闲气。”村党支部书

记李孝伟说，当时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李金寨村决不能任由这样滑下去了。他

主持召开了村“两委”会，决定全村所有涉

及群众利益的事，必须通过“四议两公

开”，让群众听一听、举举手，自己的事自

己来做主。

整治村容村貌，群众同意，那就干。

11.5公里道路、200余盏路灯、5处休闲游

园、3个文化广场、1个篮球场，先后建成。

2019年6月，经村民同意，全村卫生

由河南森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保

洁。公司配备了分类垃圾箱和洒水车、清

运车，安排3名保洁员全天维护，实现了

卫生保洁的公司化、常态化、网格化。

经村民同意，在村南建成了日处理50

吨的污水处理系统，实现雨污分流。污水

净化后流至人工湿地，芦苇与荷花辉映。

……

怨气没有了，意见消失了，村里的一

件件大事都办成了。在郑州做物流生意

的村民朱河军看到村子的变化特别高兴：

“住在这么美的环境里，心情特舒畅！”

“村民议事会”评出新风

在李金寨村，有什么需要各家各户共

同参与的活动，就召集村民代表在村民议

事会里议一议。对有不同看法想法的，通

过固定人员、固定地点，包宣讲政策、包工

作督导、包解决问题的“两固定三包”工作

法，达到心情舒畅。

2018年，经村民同意，开展环境整

治。每天早起，李孝伟亲自带头打扫卫生

做示范；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让孩子

们把讲卫生的习惯传递给家人，让不乱丢

垃圾、每天扫地成为村民的习惯。

村里统一规划，在街道两旁和村民家

院中栽种绿化树木和果树，房前屋后都成

了菜园、果园、花园。见到记者们，村民摘

下黄澄澄的甜杏让他们吃，“个儿大、味儿

甜，保准您喜欢！”

倡导好村风、好家风，家家户户都拥

护。村党支部每年年初发动群众，公开推

荐评选“好村民”“好乡贤”“好婆婆、好媳

妇、好妯娌”“五美示范庭院”等，张贴在光

荣榜上，“三八”节披红戴花隆重表彰，弘

扬良好村风。

村党支部又组织成立红白理事会、道

德评议会、禁赌禁毒会等群众组织，群众

的事让群众管，群众的事让群众办，大操

大办不兴了，噘街骂巷消失了，打牌赌博

绝迹了，歪风邪气一扫光。

“五色幸福树”结出“幸福果”

良好的村风咋能实现长久？李金寨

村在村委会一楼大厅墙上“栽”下了一棵

记录全村荣誉榜的“幸福树”。

这棵“树”高约3米，长满了红、粉、紫、

绿、蓝等5种颜色的叶子，分别标记出全村

8个村民组400多户家庭。红叶代表共产

党员家庭，粉叶代表最美乡贤家庭，紫叶代

表好婆媳、好妯娌家庭，绿叶代表文明户、

五美示范家庭，蓝叶则代表一般农户。

每年，村党支部组织“道德评议委员

会”根据各个家庭在社会公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等方面的修养，通过自愿申报、

公开评议、张榜公示，定期对树叶颜色进

行动态调整，形成了“大家来评榜、人人争

上榜”的良好氛围。

“在李金寨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干净，绿树成荫，道路整洁，广场敞亮，

家家户户的冲水马桶闻不到一丝异味；

在村里走走转转，看到的全是村民脸上

洋溢着的笑容，他们会主动说起去县城

有多方便，村里有哪些便民措施，以及

自己为何回到家乡不再背井离乡。这

是一个小康村落应该有的样子。”科技

日报地方记者部副主任腾继濮深有感

触地说。

良好的村风带来了乡村的巨变。村

庄美、环境美、生态美、庭院美、民风美的

“五美”美丽乡村成效显著。李金塞村打

造了村民自我管理的“自治”典范，先后接

待了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领导

的调研指导，并荣获“全国维护妇女儿童

权益先进集体”、河南省生态示范村、河南

省卫生村等荣誉称号。

6 月 29 日，郑

州市洛阳商会党委

组织召开助力乡村

振兴研讨会，决定把

扶沟县冯老村、孟津

县马岭村作为促进

高质量发展乡村振

兴联系基地。图为

授牌仪式。

本报记者李东辉
通讯员耿红光摄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为打赢蓝天

保卫战，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省污染

防治攻坚办日前发出倡议，在全省组织开

展夏季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治理攻坚行动。

倡议提出，涉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单

位)积极履行大气污染防治社会责任和

主体责任，通过有针对性的低VOCs原

料替代、工艺改进等措施，全面提高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水平。广大群众从身边

做起，通过使用环保的建筑涂料、低有机

溶剂型木器漆和胶粘剂，采用清洁能源

和低油烟、低污染、低能耗的饮食方式，

不焚烧秸秆、垃圾，坚持绿色出行。

为响应该倡议，中国石化和中国石

油河南公司6月24日至9月30日开展

夏秋季夜间加油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车

主在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河南公司所

属有关加油站20:00至次日6:00加油，

享受系列优惠。

近年来，臭氧（O3）已成为导致我国

部分省市夏季城市空气质量超标的首

要因子。从我省情况看，今年5月份以

来，臭氧超标问题凸显，因臭氧污染已经

损失优良天数23天。

据了解，在夏季高温和光照情况

下，人类生产和生活中排放的大量挥发

性有机物（VOCs）与大气中氮氧化物发

生光化学反应，就会造成臭氧超标。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韩静
高培 陈东伟）“刚收完麦，就遇到大旱

天，要不是巡察组来啦，夏种还是个大

难题呐！这不，机井通电了，村里浇水

的难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真心感谢巡察

组！”6月22日，提及已经解决的浇水难

题，临颍县巨陵镇邰庄村村民赵东亮至

今还兴奋不已。

临颍县委第十巡察村（社区）组在

巨陵镇邰庄村、杨林村及伍汲桥村开展

常规巡察走访时，有群众反映耕地内多

孔机井因电路不通不能正常使用，村民

浇地都是从其他地方引水，极为不便。

“农时不等人，水抽不上来，这地就

没法种。百姓的关注点就是我们巡察

的重点。我们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查找问题根

源，督促职能部门整改落实。”在组务会

上，第十组组长卢建红的话掷地有声。

随即，巡察组将该情况作为重要民

生问题向巨陵镇党委下发立行立改通

知书，要求5个工作日组织整改落实。

镇党委立即召开班子会、项目建设协调

会，安排专人与职能部门联系沟通，在

规定的整改时间内，所有配电装置、电

表及管理人员就全部到位。3天后，所

有不能正常使用的机井电力系统恢复

正常。随着电闸闭合，清澈的井水伴随

着水泵低沉的嗡鸣声，从机井内喷涌而

出，滋润着干涸的土地，现场的群众纷

纷拍手叫好。

“开展村（社区）巡察就是要树立民

生意识和民生导向，紧紧围绕群众之所

盼、所急、所难，勇于发现问题，着力解

决问题，能立即整改的坚决立行立改，

及时解决群众诉求，维护好群众利益，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临颍

县委巡察办主任黄会霞说。

本报讯（通讯员杨育新 董洁 记者

黄红立）“咱村获得了‘农业农村先进单

位’称号，我个人也被评为‘书记县长特别

奖’‘标兵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这荣誉

来之不易。”6月30日，孟津县会盟镇双槐

村党支部书记庆会勋笑容满面。

为总结成绩、激励先进，孟津县召开

三级干部会议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会议，表彰高质量发展工作中的先进单位

及优秀个人。设置的奖项12项、奖牌127

块，奖励工作经费33.1万元、新能源中型

客车10辆，分别由9个镇及19个县直单

位、15家企业、26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

和村（居）委会主任、3名先进个人获得。

本报讯（记者戴晓涵）6月29日，

记者从省民政厅获悉，近日，省民政厅

下发通知，在社会事务、养老服务、儿童

福利三个领域民政服务机构开展消防

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具体实施时间

为2020年6月至2022年12月。

《通知》要求，加强对民政服务机构消

防安全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监督实施，加

强养老机构消防安全教育，推行养老服务

行业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强化养老服务

机构食品安全，推进建立完善从根本上消

除火灾风险隐患的消防管理责任链条、火

灾防控体系、监测预警机制；提升儿童福

利机构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加强

儿童福利机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推动

儿童福利机构安全生产双重预防体系建

设；健全与消防救援机构协同治理工作

机制，推广“三自主两公开一承诺”做法，

打造培树行业标杆示范单位，加强殡仪

服务机构双重预防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宏
阳）“你看这群小羊长得多好啊！要不是

你们，还不知道这群羊在哪里！”6月27

日，叶县农商银行小微事业部客户经理

李琼在开展入户回访时，该县保安镇杨

令庄村村民沈海亮一把握住了她的手，

满是感激。

由于今年疫情影响，市场对肉类需

求量增大，沈海亮一直想着把养殖场再

扩大规模，多养点羊，但苦于手头缺资

金，一直未能如愿。

一天中午，叶县农商银行在杨令庄

村开展“整村授信”宣传。了解到沈海亮

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后，客户经理当即和

沈海亮一起回家准备齐全了材料，并赶

回村部现场办公。从咨询到放款仅用了

一天的时间。

叶县农商银行积极探索支农、便农、

惠农、助农新措施，大力推广“整村授

信”，以行政村为单位，提前对符合条件

的农户给予一定信用贷款额度的承诺，

有效缓解农户借款难、担保难。

该行副行长连亚霞表示，对整村进

行集中贷款评级授信，农户贷款业务实

现了由“等客上门”“被动授信”向“主动

获客”“主动授信”“主动服务”转变。授

信之后可以暂时不用信，一旦有了资金

需求，不用去银行网点，拿起手机就可以

随时办理，让农户不再等“贷”。

自“整村授信”工作开展以来，该项工

作得到了村民们的积极反馈和交口称

赞。截至6月20日，该行“整村授信”开展

了22个村，走访652户，授信136户，金额

813.5万元，用信53户，金额295.3万元，

有效满足了广大农户的资金需求，以“真

金白银”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姜书记，谢谢你的爱心义卖，我家积

压的10万多斤洋葱销售一空，你这次可真

帮了俺大忙。”6月20日，宁陵县张弓镇管

庄村脱贫户李超章一见该县史志办驻村第

一书记姜国昌，便跑过来高兴地说。

李超章种的洋葱大丰收，产量达16

万斤，但洋葱价格低迷、销售困难，愁得他

吃不下饭。姜国昌得知情况后，在微信朋

友圈呼吁大家奉献爱心，认购滞销洋葱。

一时间，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李超章的洋

葱成了抢手货。

“我来管庄，就是为咱村老百姓排忧

解难的。”姜国昌说。

掐指一算，再过4个月，姜国昌已在管

庄村工作、生活了5年。

村民的贴心人

50岁的贫困户郭传俊提起姜国昌，

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夸好。

郭传俊是个心脏病患者，丧失了农业

劳动能力。他还有两个孩子在读书，学费

是不小的负担。妻子黄玉花成了家中的

顶梁柱，靠去工地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决不漏掉一个贫困户！”2017年10

月，姜国昌在走访时得知了郭传俊的困

境，立即帮他立档建卡，享受政府的低保

待遇。从此，姜国昌成了郭传俊的帮扶

人，郭传俊成了姜国昌的“穷亲戚”。

“脱贫攻坚中，我是受益者。我这个

‘病秧子’吃药看病可以多报销了，我女儿

读中专享受雨露计划，每年多领3000元

钱。分给我爱人一个护林员公益岗位，月

月可以领工资。现在，我也不闲着，天天

在村里的舞蹈鞋厂干活挣工资。”郭传俊

感激地说。

箱包厂是村里的“摇钱树”

管庄村最热闹的场所要数村北头扶

贫车间里的箱包厂。

走进800平方米的扶贫车间，缝纫机

“哒哒哒”的声音不绝于耳，100多名妇女

都在忙着缝制背包。

“拔穷根，栽富苗，关键还在于发展产

业。这个箱包厂2017年投产，产品全部

出口海外。箱包厂安置留守妇女120多

名上岗，其中贫困户就有30多人。”姜国

昌说，箱包厂就是管庄村民的“摇钱树”。

来自周口的老板符玉花介绍说，他们

箱包厂能在管庄村扎下根来，规模逐步扩

大，效益越来越好，离不开驻村第一书记

的真情帮扶。“姜书记每次见我，开口就问

有什么困难，只要我们提出来，他都会积

极帮我们解决。特别是今年二三月复工

期间，姜书记就守在车间，测量体温、做消

杀，组织职工顺利返岗，确保了防控、生产

两不误。可以说，他是我们箱包厂最好的

靠山。”

村史馆见证变迁

走进管庄，健身文化广场和戏曲大

舞台首先映入眼帘。清波荡漾的卧龙湖

湖畔坐落着小巧玲珑的广济、惠济二亭，

“管庄八景”让人不敢相信这曾是贫穷落

后的村庄。

村民李道章返乡不识村，成了乡亲

们的笑谈。“道章，听说你上次从新疆回

来硬是没认出咱庄？”“可不是！村里路

宽了、坑平了，还装了路灯，我真以为走

错庄了。”

作为县史志办的一员，姜国昌想为管

庄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建造商丘首家村史

馆，留住乡村记忆，见证历史变迁。2017

年春，管庄村史馆建成并对外开放。

“一进门，我们看到的是管庄的历史

由来和村规村训，还有陈列的老犁耙、纺

织机、老杆秤，都是稀罕的老古董。”姜国

昌当起了临时导游，“这几幅照片是新旧

管庄的对比，展示的是管庄之变。村史

馆记录下管庄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现了

管庄的民俗风情，激发大家爱家爱乡的

情怀，为家乡的建设、乡村的振兴贡献一

分力量。”

本报讯“现在俺每个月不但有低

保金，还有护林员公益岗位补贴，生活

有了盼头。”6月22日，沈丘县周营镇谢

营村建档立卡脱贫户谢兴营向入户走

访的镇纪检工作人员“显摆”。

该县22个乡镇（办事处）纪（工）委

充分发挥纪检执纪作用，聚焦民生，紧

盯“关键少数”，重点关注建档立卡户、

残疾人特困家庭、低保家庭等“四类”监

测户，积极组织乡镇（办事处）纪（工）委

干部和村级纪检联络员逐一开展入户

走访调查，了解困难群体家庭经济生活

情况、身体健康状态以及疫情带来的影

响，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走访落实政策，

严防返贫现象的发生。

（刘润琪 谢辛凌）

本报讯 (记者冯佳志通讯员崔鹏侯
振兴）6月29日，太极文化综合体项目——陈

家沟太极小镇在温县陈家沟举行奠基仪式。

该项目由温县政府与中原豫资控股

集团合力打造，规划占地面积约500亩，

预计投资30亿元，依托太极 IP，以“太

极+”为发展主线，打造建设集文化体验、

休闲度假、商旅培训、康体养身等功能于

一体的国际性太极文化综合体。

据悉，项目将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

重点打造太极·源（新东沟生态体验景观）、

太极·巷（特色主题的文化体验街区）、太

极·廊（标志性景观长廊）、太极·精舍（太极

大师精品酒店）、太极·书院（修身养性的文

化精神空间）、太极·河洛（河图洛书太极文

化标志场景）、太极·里坊（定制化标杆性太

极文化旅居产品）等7大核心景观。

6月 30日，台前

县组建党员先锋队，分

赴沿黄防汛一线开展

防汛减灾工作。图为

台前县党员突击队在

黄河打渔陈镇梁集险

工险段开展防汛减灾

工作。本报记者 段宝
生 通讯员白淑娟摄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化红军 刘艳红

□通讯员 赵敬雷高会鹏本报记者 李燕

我省民政服务机构
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临颍县

巡察组帮村民解决灌溉难题

沈丘县

加强督查 严防返贫

叶县农商银行 整村授信让农户不再等“贷”

陈家沟太极小镇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