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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戴晓涵通讯员宋华礼刘韶祥

1812名专兼职调解员、1777名法律

顾问、180名评议会专家，100名民警兼

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共化解矛盾纠纷

1836起，调处疑难信访问题434起，信访

总量下降15.6%，公众安全感在全省上升

59个位次……

这些数字来自鹿邑县。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加速和经济结

构调整，基层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复杂

化特点。为适应矛盾化解新需求，鹿邑

县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更多

资源和力量下沉到基层，走出一条多方

参与解难题、群策群力促和谐的路子。

搭建调解平台

“王大姐是专家，话说得在理，俺的

事儿就托付给她了！”群众口中的“王大

姐”叫王鹿环，今年63岁，是县信访局的

退休干部，2017年被聘为县矛盾调解中

心主任。

“县里每年拿出470余万元发放调解

员补助和经费奖励，根据调处绩效分类

制定了奖补办法，有效激发了工作积极

性。”王鹿环介绍说。

3年来，王鹿环所在的县矛盾调解中

心成功调解各类矛盾103起，10余名信

访老户在这里签订了息访协议。

县委书记梁建松表示：“基层一线处

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近年来，我们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搭建调解平台，聘请有

学识、有经验的退休老干部、人大代表担

任调解员，让群众最信赖的人参与社会

治理，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目前，鹿邑县共建立1个县矛盾调解

中心、3个行业调处委员会、26个乡镇矛

盾调解室、553 个村矛盾调解站，聘请

1812名专兼职调解员、1777名法律顾

问，搭建起县乡村三级调解平台，构筑矛

盾纠纷化解的中坚力量。

源头防范化解

赵村乡刘楼村曾是有名的治安混乱

村，信访问题频发，矛盾纠纷有10余起。

2018年赵村乡指派家就在刘楼村的

党员辅警王焕新担任驻村民警，兼任党

支部副书记，负责综治和矛盾调处工作。

王焕新到任后，利用人熟、地熟、情

况熟的优势，进村入户做群众工作，逐个

化解矛盾纠纷。2019年该村被评为“治

安模范村”和“无访村”，王焕新也被群众

选举为村委会主任。

“基层是信访问题的源头，也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我们筛选100个治安混乱、

矛盾集中的重点村，组织100名优秀党员

民警进驻兼任村党支部副书记，从源头

上解决问题，实现了信访总量下降、群众

安全感上升的目标。”鹿邑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许四军说。

激活社会力量

2019年年末，鹿邑县任集乡发生一

起医患纠纷。青年李某在医院输液后离

奇死亡。死者家属聚集到医院，情绪激

动，要求“给个说法”，双方各执一词，剑

拔弩张。

县信访局局长翟宁静闻讯后，立即

协调医疗专家和律师、媒体记者、心理咨

询师30余人组成调解组，与当地派出所、

民政所协同处理。调解组在听证、评议

之后制订方案，安抚家属情绪，做通医院

工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矛盾顺利化

解。

在翟宁静看来，行业专家、律师、媒

体记者、心理咨询师是大家心中的权威

人士，在化解矛盾中具有独特优势。把

这些社会力量汇聚起来，对破解复杂疑

难信访问题至关重要。

鹿邑县建立了180人参与的信访评

议人才库，定期对疑难信访事项开展公

开评议，有效促进了问题化解。

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聚餐点规范
化建设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在全县范围

内推进农村集体聚餐点建设，争取实

现“群众吃得安全、经营者盈利、社会

安定”的“三赢”局面。一是通过微信

群；二是严格标准；三是强化落实；县

市场监管局成立验收组，逐一验收农

村集体聚餐点，确保11月底前完成建

设任务。 （关建华）

开展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检查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就食品安全

和特种设备运行工作进行检查。重

点对超市经营的月饼等消费量大、食

品安全风险高的食品进行检查。监

管人员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要求，强化“食品、药品、特种

设备三大安全”监管，保障百姓平安

过节。 （苏建海）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赴红旗渠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9月26日，农发行辉县市支行党

支部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11人

赴红旗渠开展学习红旗渠精神主题

党日活动。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全体

人员重走红旗渠，参观了红旗渠咽喉

工程青年洞，面对鲜红的党旗，重温

了入党誓词。此次党日活动，大家纷

纷表示要充分学习和发扬红旗渠精

神，为农发行高质量发展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 （杜祎）

农发行原阳县支行“以购代捐”
助力脱贫

农发行原阳县支行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

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消费扶贫

月活动。一是优先购买贫困地区产

品，县行工会、食堂及全体员工“以购

代捐”，共购买消费扶贫产品55人次，

14000余元；二是向企业发出消费扶

贫倡议书，引导客户参与消费扶贫月

活动，主动为贫困群众增收、巩固脱

贫成果贡献力量。 （王方华）

党建引领助推学校发展
近年来，郑州市双桥小学党支部

始终把党建的支点放在本职工作中，

将党建工作渗透到课堂教学管理、少

先队建设、教师专业发展等教育教学

的全过程，推进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

工作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党建引领教

育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孙梦璇）

双桥小学开展全体教师纪律作
风整顿专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进一步严明纪律规矩，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教

师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惠济区双桥小学于10月12日下午在

会议室组织全体教师开展纪律作风

整顿专题活动，会议由校长潘自兰主

持。 （孙梦璇）

坚持党建引领新时代学校事业
发展

近年来，郑州市师家河小学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坚持以党建引领学校高质

量发展，以作风转变带动教风、学风

的转变，不断开创学校事业发展的新

局面。 （司晓凤）

党建引领激活力 学校发展谱新
篇

学校党建是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的前提与抓手，郑州市师家河小学着

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党建品牌文化，创

建出了一套立足学校实际、彰显学校

特色的党建品牌，把党的教育方针全

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以党建领

航学校发展。 （司晓凤）

双节期间，国网泌

阳县供电公司变电运

维人员对 110 千伏泌

阳变电站设备进行全

方位巡视，保障电网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

王超摄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西
平 李军涛）近日，记者从兰考县南彰镇

代李陈村了解到，今年，村民种的兰考蜜

瓜又获得了好收成。曾经的南彰镇盐碱

遍地，风沙满天，生活在代李陈村的村民

们“苦”多于“甜”。如今，小洋房，水泥

路，大棚遍地，蔬果飘香。代李陈村的变

化和村支书郭战胜是分不开的。

代李陈村位于兰考县最东边，和山

东接壤。全村共有309户1023人，贫困

户24户61人。村民都是以种地为主，

没产业，收入低，作为村支书的郭战胜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农民靠地吃饭，

为啥就不能靠地脱贫致富呢？郭战胜

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拓展工作思路，

积极申请产业扶贫项目，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发展果蔬大棚156座，大规模种植

蜜瓜，村集体经济纯收入达5.3万元。

蜜瓜变身“金瓜”，村民们甜在嘴

里，更甜在心里。在郭战胜的带领下，

村里还发展起了养殖业，建设10座鸭

棚、3座养鸡场、2座养猪场。代李陈村

通过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带动群众80

户，300余人发家致富，其中贫困户13

户40人。能人带动，产业推动，致富路

越走越宽的代李陈村实现了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家家有产业，户户能增收，人

人有事做，村民生活甜如蜜。

兰考县代李陈村

蜜瓜变“金瓜”生活甜如蜜

□本报记者刘景华
通讯员张海伟陈清敏

“能做到她这样，真的太不容易

了……”在渑池县城关镇十里铺村，说起

姚铁英，村民们无不叹息，这其中包含了

太多的情绪，同情、怜惜，更多的是敬佩、

赞叹。

早上一睁眼，做饭，洒扫，洗衣，下

地，打零工，照顾80岁的公公，晚上一切

收拾妥当才得以喘口气，这就是姚铁英

每天的生活，再忙再累，刚强的她从不叫

一声苦。为了摆脱贫困，姚铁英一直顽

强地与命运抗争。

今年52岁的姚铁英，30年前嫁到十

里铺村安家门，丈夫安红峰虽腿有残疾，

但夫妻俩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生活

虽清贫却还安稳。可这一切，很快被残

酷的命运彻底击碎，不幸降临到这个家

庭。2005年，正值壮年的丈夫发现罹患

糖尿病，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治病过

程。不仅如此，命运之神好像偏偏跟这

一家过不去，姚铁英丈夫二弟突发心肌

梗死去世，18岁的三弟在工厂上班时又

不幸遭遇意外。2018年，丈夫经过长期

治疗最终还是撒手人寰，只留下了治病

欠下的大笔债务和无尽的伤痛。短短几

年间，一个大家庭分崩离析，陷入绝境。

面对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和年迈的公公，

倔强的姚铁英选择了留下，以自己柔弱

的双肩极力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姚铁英的公公由于年岁已高，体弱

多病，虽然生活尚能自理，但身边离不开

人照顾。姚铁英每天细心照料，对老人

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丈夫走后，老人情

绪一度低落，不思饮食，以至身体极度虚

弱，加之患有心脏病、脑血管病，住进了

医院。姚铁英每天在医院悉心照顾，还

强忍悲痛，想方设法开导老人。出院后，

除了兼顾地里的农活，她到处找活儿干，

努力多挣点钱给公公买点儿营养品。

在她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两个女儿

也非常孝顺懂事，大女儿出嫁后常常回

来帮她干活，小女儿学习非常刻苦，今年

高考取得了满意的成绩。

几年来，沉重的家庭重担，并没将姚

铁英压倒。2016年被村里评定为贫困

户后，她不等不靠，坚持自力更生，除了

四处打零工，在镇村干部的帮助下，兼

职公益岗，每天打扫村中道路。2018

年，根据镇村产业发展规划，她申请了

金融扶贫贷款 2000元，种植了 2亩花

椒。靠着她勤劳的双手，一家人生活逐

渐走向正轨，还主动要求退出贫困户。

今年，她又种植1亩辣椒，目前，辣椒长

势喜人，丰收在望，姚铁英眉头也渐渐

舒展开来。

“姚铁英勤劳、善良、坚强，她是我村

群众的榜样，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十

里铺村党支部书记董留军由衷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纪道成杨绪伟王
艳 记者尹小剑）近日，一堂特别的思政

课在商城县高级中学开讲——信阳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商城县委书记李高

岭以一名老师的身份走进课堂，为近

600名师生作了题为《砥砺爱国情怀 笃

行报国之志》的思政课，课堂上不时响

起掌声。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李书

记的思政教育使我懂得，爱党爱国、忠

于人民早已是每个中国人的应有精神，

使我热泪盈眶。”高一（B2）学生陈新蕾

激动地告诉记者。

聆听了该思政课的商城高中教师

陈祖维则表示，作为一名老师，将会更

加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做爱国主义坚

定的弘扬者、实践者、传播者，精心育

人，为国家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据了解，作为教育大县的商城

县，近年来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为先，

通过创新思政课等形式加强对学生

的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学生们的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为建设“美丽乡

村、文明城镇、幸福商城”提供思想保

障和人才支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而县委书记

走进课堂带头讲思政课则是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

商城县委书记李高岭

走进课堂讲思政课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王红
涛 苏晨阳）近日，记者从通许县四所楼

镇了解到，近年来，该镇岭西村以养殖

产业为抓手，以党建+为引领，投入140

余万元，建设鸭棚15座。通过“支部+

贫困户+合作社”的模式，每个大棚饲养

鸭子3000多只，年收入15万余元，带动

建档立卡贫困户26户、56人脱贫致富。

2020年，岭西村投入110余万元建

设羊棚和牛棚，购置了400多只小尾寒

羊和50只西门塔尔牛，养殖项目实行

“按户配比、集中饲养、统一销售”的模

式，统一交由村合作社集体饲养、滚动

发展、统一销售，贫困户通过资金、劳动

力、土地等多种方式入股，目前已带动

22户贫困户致富增收。

通许县岭西村

养殖产业拓宽致富路

本报讯 （记者黄华 通讯员孙建国
张华 陈慧）“谢谢管局长给俺送来的早

餐。”10月11日早上，正阳县城五十多岁

环卫工人李大姐吃着热腾腾、香喷喷的

肉包，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她口中的管局长叫管霞，今年10月

份组织选派她担任正阳县城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上任后第一时间带领局班子领

导看望一线的环卫工人。她说：“环卫工

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晴天一身灰，雨天一

身泥，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创造了整洁

优美的环境，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

关怀。”

当日早上6点30分，在管霞的主持

下，正阳县城管局在花园路南段一个早

餐店内举行“暖心早餐送给环卫工人”活

动，20多名环卫工人齐聚一起，津津有味

地喝着新鲜的豆浆、吃着刚出笼的包子，

心里暖洋洋、热乎乎的。

“大姐，小心点儿端，这是刚打出来

的豆浆，需要加糖吗？”活动现场，管霞像

一名服务员，一边招呼着大家入座，一边

忙前忙后端早餐，还和大家围坐一起吃

早饭、拉家常，小店里气氛热烈，其乐融

融，笑声一片……

从事多年环卫工作的王大哥深受感

动：“非常感谢政府、领导对俺们环卫工

人的关心和关爱，俺们一定好好干，把县

城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为早日建成省

级文明城市贡献俺们的一分力量！”

鹿邑县 多元化解模式 让信访问题不再难

“暖心早餐”温暖环卫工

不向命运低头的好媳妇

□本报记者杨青

据省商务厅监测，上周全省生活必需

品市场货源充足，品种丰富，总体价格稳

中有涨。

猪肉价格高位回落，上周全省猪肉零

售均价为53.39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1.57%；牛肉零售均价为73.6元/公斤，较

前一周下降0.05%；羊肉零售均价为74.38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0.16%。节后市场

需求减弱，加之生猪产能持续恢复。预计

近期猪肉价格有进一步回落的可能。

鸡蛋价格季节性回落，上周全省鸡蛋

零售均价为7.91元/公斤，较前一周下降

0.75%；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7.53 元/公

斤，较前一周下降0.96%。当前蛋鸡依旧

维持在生产旺季，市场供应充足，节后鸡

蛋整体消费阶段性高峰基本结束，各环节

清理库存降价促销，市场需求一般。预计

近期鸡蛋价格仍有回落的空间。

水产品价格震荡下行，上周全省水产

品零售均价为38.92元/公斤，较前一周下

降1.39%。节前水产品迎来一波集中出塘，

节后需求转淡，市场整体供大于求。预计近

期水产品价格将在现有价位小幅波动。

蔬菜价格小幅上涨，上周全省蔬菜零

售均价为 5.63 元/公斤，较前一周上涨

1.99%。近期气温下降明显，昼夜温差不

断加大，不利于蔬菜生产，但随着本地蔬

菜的上市，市场供应总体充足。预计蔬菜

价格涨幅有限。

水果价格小幅上涨，受双节期间采购

需求增加的影响。秋季是苹果、梨等大宗

水果大量上市季节，预计近期水果价格或

将趋稳。

猪肉鸡蛋价格双双回落

复市首期，惊喜降临。这个国庆假
期，对于商丘彩民马女士（化名）来说，可
谓是激动且难忘。10月6日晚，福彩双色
球第2020097期开奖，商丘、洛阳彩民分
别收获头奖，单注奖金548万多元，而马
女士便是大奖得主之一。

数据显示，马女士的大奖彩票出自商
丘 市 睢 阳 区 上 海 都 市 花 园 大 门 东
41140229投注站，为一张单式5注票，命
中奖金548万元，再现大奖福地。

在众人的羡慕中，10月12日上午，
马女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省福彩中
心兑奖，现场开心地分享购彩经历。马
女士是一位老彩民，购买福彩已有多年，
尤其喜欢双色球，虽然她每期买得不多，
但她几乎都坚持自己选号，“重在参与
嘛，自己选号，中奖了也有成就感。”她
说，此次休市结束后，到了双色球开奖
日，她和往常一样来到投注站，根据走势
图选了号码，投注了10元钱，“就当是买
个希望吧。”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来临，让马女士没
想到的是，当期开奖后，她命中了一等奖
548万元。“太高兴啦，没有想到，中了这
么大的奖。”在领奖现场马女士说，会心怀
感恩，合理使用奖金，打算买个房子，还清
债务，还将继续购买双色球，支持福彩公
益事业。 （豫福）

双色球2020097期大奖得主

双色球2020097期大奖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