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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曹国宏曹怡然通讯员王磊

南召县位于伏牛山腹地、南阳盆地北

缘，总面积2946平方公里，境内水资源丰

富,有7条大河流、87座大中小型水库，其

中鸭河口水库是长江流域汉江支流唐白河

水系白河上游的大（1）型水库，总库容

13.16亿立方米，库区水面面积约120平方

公里,是南水北调备用水源地。南召县先

天资源禀赋较好，但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群众生活水平不高，是典型的

深山县、库区重淹没县、国家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秦巴山系连片扶贫开发重点县。

为破解守着金碗要饭吃的困局，河南

省水利厅把南召县作为定向帮扶单位和

试点单位，结合南召自然生态条件，因地

制宜，把脉问诊，开出良方，坚持以水资

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水同治”为

抓手，以引江济淮、宿鸭湖水库清淤扩容、

卫河治理等十项省重大水利工程为引领，

彻底改善南召水生态环境面貌，构建出水

清安澜、人水和谐的生态新格局。目前，

南召四个出境水断面水质达标率位居南

阳市前列，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100%。

小桥流水人家，竹林栈道花廊，南召

县城郊乡柴岗村，已成为南阳周边的新晋

网红打卡地，山花烂漫，汉服小姐姐拍照直

播，老年模特队在栈桥上悠然走秀，孩童们

在紫薇花长廊下追逐嬉闹，“黄发垂髫，并

怡然自乐”。村民们心里更是乐开了花：

“以前这儿是个荒废多年的坑塘，没人管，

杂草丛生，看着害怕人，县里治理后美得我

们都不敢认了，来的游客可多了。今年五

月端午开始，我们开始在荷塘边上摆摊，卖

点冷饮小吃，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这个位于南召县城郊乡柴岗村的坑

塘治理项目，只是南召县“千村万塘”治理

工程的冰山一角，更是近年来南召县“四

水同治”工作的一个微小缩影。

在确定试点后，河南省水利厅又专门

委派了对南召县情比较熟悉，有多年基层

工作经验的张明贵同志到南召县挂职工

作，加强该县与水利厅的联系沟通。自

2018年到南召县任职以来，张明贵可以

说是参与并见证了水利治理为南召县城

乡居民生活带来的福利。他告诉记者：

“我们在水利建设上，坚持治管并重，真正

做到高效利用水资源、系统修复水生态、

综合治理水环境、科学防治水灾害，逐步

构建起系统完善、丰枯调剂、循环畅通、多

源互补、安全高效、清水绿岸的现代水利

基础设施网络。”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厚植生态优势，

实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四

水同治”，构建长效管护机制，南召县试点

工作已初步取得成效，河南省水利厅将与

南召县以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环境

为合作方向，以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动

力，助推南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袁立康）

“真得感谢咱们巡察组，你们一到村里，压

在大伙儿心头多年的问题就给解决了，帮

我们挽回村集体资金55万余元。”11月

30日，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英杨村村

民卢秀云专门到区委巡察办表达了自己

的感激之情。

英杨村是召陵区翟庄街道临近城区

的一个城中村，群众多次上访反映村集体

账目混乱、村集体资产和收益不透明不公

开、个别村干部贪污等问题，但因跨度时

间长、涉及部门多，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

决。

巡察组在对英杨村巡察中，发现这个

群众关注度高而又难以解决的问题，经汇

总商讨后，由区纪委监委牵头，组织区公、

检、法和审计等部门对问题进行研讨分

办，对有关人员涉嫌贪污、挪用资金等职

务违纪违法线索开展初核，对英杨村近年

来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全面审核，对有关

诉讼案件分不同层次把脉会诊，找出问题

症结，最终为村集体追回有关款项55万

余元。

事实上，通过巡察发现线索，并联合

多个部门解决多年来沉积下来的问题，只

是召陵区实施巡察项目化整改的一个缩

影。

为了解决巡察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涉

及部门较多和系统性、普遍性等难以及时

整改和整改效果差的问题，召陵区创新开

展巡察项目化整改，根据巡察发现的不同

类型、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问题，由区委

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明确牵头部

门，有针对性地开展项目化整改，彻底解

决屡巡屡改，边改边犯等问题，极大提升

了巡察整改效果。

实施巡察项目化整改带来的效果是

显而易见的。在巡察中，巡察组发现全区

各乡镇（街道）三资管理中心存在的白条

列支、无明细清单等财务管理问题，区委

巡察办组织纪检、财政、审计等部门组成

专项工作组，出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

专项整治活动实施方案》，对全区8个镇

（街道）三资管理中心进行财务审计，对

185个行政村2018年、2019年“三资”清

查，聘请专业会计人员对全区各镇（街

道）、行政村的财务管理人员及“三资”管

理人员进行了培训。

在此基础上，召陵区做到具体问题与

制度建设相结合，编制《“三资”管理培训

手册》，开发“三资”管理监管平台App，

强化对“三资”管理、产改管理、公开公示、

产权交易动态监管，推动农村集体“三资”

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由此而来的是，在近两轮巡察中，村

财务白条入账、无清单明细等问题下降

70%以上。截至目前，召陵区针对巡察发

现问题实施项目化整改3个，完善制度8

项，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0余万元。

“我们通过项目化整改，就是要凝聚

各方力量、形成监督合力，真正把巡察成

果落实落细落到位，确保整改工作政治效

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最大化。”召陵区

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孔德余说。

召陵区 巡察项目化整改 力促由“乱”到“治”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通讯员王中献）

“拿到不动产证，这下吃了‘定心丸’，再不

用为孙子明年上学发愁了！”11月30日，邓

州市皇马国际小区住户李先生激动地说。

针对“问题楼盘”侵害群众切身利益

现状，邓州市委、市政府树立“有解思维”，

尊重历史、分类施治、一盘一策、逐个破

解，对每个“问题楼盘”均形成了深入了解

报告，建立了整改工作台账，压茬推进。

树立不动产证“应办尽办”理念，该市

统筹职能部门为问题楼盘提供“保姆式”

服务，畅通了办证环节，增设便民服务窗

口，使5个问题楼盘达到办证条件。在皇

马国际小区，组织“送证上门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现场发证132本。督促推动全

市19个小区办理商品房不动产证4601

本，惠及群众17540人。

截至目前，该市群众反映问题楼盘已

完全化解15个，正在化解9个。

本报讯（记者郭栓坡）12月1日，原

阳县产业集聚区举行了一款绿色节能板

材下线仪式。这款新型板材是河南超诚

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联手美国企业亨斯迈

集团共同研制开发成功的。

据介绍，此次下线的“泰络优”聚氨酯

连续板材，将食物供应链解决方案作为新

的重要发力点，通过创新性的原料研发和

绿色生产等手段，提供绿色安全的保温材

料，助力中国解决当前突出的食品安全保

鲜问题，并推动更快的业务增长。

据介绍，这种新型板材的建筑保温性

可提升50%以上，显著减少了能源消耗和

降低碳排放，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在防火

方面，也具有优异的防火阻燃性能，服务于

现代农业、冷链仓储等多种隔热保温领域，

以绿色产品推动下游产业的绿色升级。

邓州“有解思维”
化解“问题楼盘”

原阳产新型板材下线

12月2日，郑州市骑电动车的行人在绿灯下快速通行。当天是第九个全国交
通安全日，安全日的主题是“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出行”。 本报记者杨远高摄

本报讯（记者田明）12月2日，记者

从省教育厅获悉，为扎实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有序发展，12月1日至12月31日，

全省开展“五查五看”校外培训机构排查

整治活动，查处在职中小学教师到校外

培训机构兼职、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

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一经查实，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教师资格。

据悉，此次整治内容主要为：对办

学资质进行排查，看是否存在无证无照

或证照不全的校外培训机构、具备办理

证照条件的是否依法依规办理相关证

照；对教学计划进行排查,看是否存在

“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非

零起点教学”等不良行为；对办学行为

进行排查,看是否存在虚假广告、夸大

欺骗宣传、有搞竞赛评比、与中小学招

生挂钩的行为；对从教人员进行排查，

看是否存在在职教师授课、诱导或逼迫

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对收费

情况进行排查，看是否存在一次性收费

超过三个月、是否公示收费标准等。对

无证无照、存在虚假广告、夸大欺骗宣

传的要加大查处力度；对造成中小学生

课外负担较重、人民群众反映特别强烈

的地方要坚决查处，严肃问责。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唐华伟刘
强）12月2日是第九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当日上午，许昌市启动海盛·湖滨豪庭杯“知

危险会避险”文明交通知识网络竞赛。

根据活动安排，12月10日至31日，

竞赛进入网上竞答阶段，市民关注微信公

众号“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实名

登录答题系统即可答题。

此次竞赛采用有奖竞答的方式。竞

赛共设置个人奖项133名。

许昌市开展
文明交通知识竞赛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何俊
卿）“我们村的文化活动中心是2017年

建成使用的，从那时起我们老两口子每

天早晚就在这儿锻炼身体，用现在时髦

的话说是‘幸福感爆棚’呀！”12月2日

早晨，在平顶山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滍

阳镇库庄村文化活动中心，68岁的村民

商东坤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自豪地说。

滍阳镇现有18个行政村，总人口

2.9万人。2017年以来，为破解农村居

民健身、娱乐等难题，该镇积极筹措资

金，以各村党群服务站为载体，分批次

建成了18个农村基层文化活动中心。

据了解，该镇基层文化活动中心以

18个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实行自我筹

建、管理、服务。每处文化活动中心都

设置有健身广场、多媒体室、娱乐室、阅

览室、活动室等，配备有健身器材、桌

椅、电脑、电视机、棋牌等设施，全天候

免费对外开放。韩寨、西滍、闫口、库庄

等4个村还建设有专业的舞台。闫口

村还组建了平顶山市闫口文化艺术传

播有限公司，长年在周边县区进行戏曲

演出，取得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

收。

为规范完善文化活动中心的管理，

滍阳镇在各村分别配备了一名专职文

化管理员，具体负责村文化活动中心服

务设施的管理、文化活动的组织实施、公

共文化事务的协调管理等相关工作。通

过发挥文化管理员作用，带动了村级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实现了村级“设施

常利用、日常细维护、节庆有活动、人员

有保障、制度得执行”的建设目标，全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据统计，该镇基层文化活动中心自

建成以来，每天参加健身、文化娱乐的

群众突破3000人次，各种设备利用率

达93%以上。

本报讯（记者秦名芳 通讯员黄若
琳）今年以来，安阳市龙安区在推进乡

镇（街道）纪检监察工作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中，在全区5个乡镇纪委高标准建

设了廉政教育展厅，在6个街道纪工委

设立廉政宣传教育长廊，截至11月底，

全区开展农村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廉政

教育展厅活动32场次，受教育党员干部

960余人次。

据了解，这些乡镇廉政教育展厅由

区纪委监委统筹设计，每个乡镇展厅一

个主题，集中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安阳历史廉

吏、身边廉洁模范以及以案促改典型案

例，内容涵盖文化育廉、初心引廉、制度

规范、模范促廉、典型警廉等。依托廉

政教育展厅这个平台，各乡镇定期对农

村党员干部开展廉政宣传教育和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进一步增强基层党员干

部纪法意识、廉洁意识。

“为推进乡镇（街道）纪检监察工作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我们着力抓建设、

抓创新、抓运行，在建设乡镇廉政教育

展厅加强廉政教育同时，区纪委监委建

立了农村基层党风政风监督平台，各乡

镇街道统一建立监督对象廉政档案，全

区聘请198名监察信息员，对基层小微

权力实施有效监督。”12月1日，安阳市

龙安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

任王为治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乔新
强）“市残联工作队日前为村里争取来20

万元资金，填平村部门前的大坑，铺水泥

地坪、建凉亭等。工作队驻村后，没少给

村里办实事、好事。”12月1日，站在因下

雨夹雪而暂停施工的村部前广场上，平

顶山市鲁山县张良镇姚吴程村党支部书

记蔡军平感激地说道。

姚吴程村位于张良镇南部浅山丘陵

区，全村321户1379人，其中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119户456人，是张良镇贫困户最

多、脱贫攻坚任务最艰巨的一个村。

2017年11月，在平顶山市残联机关

工作的李琨琼主动申请，来到姚吴程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入村后，她和队员闫

铁头、李风武一起，充分发挥在市直单位

工作结交面广的优势，积极协调各种关

系，筹措资金和物资，对口帮扶姚吴程

村。

在发展林果业方面，工作队先后多

次协调市林业、农业专家来村，开展“送

技术”下乡活动，引导农户对全村现有的

老品种板栗树进行改良；在工作队的动

员下，3年来，姚吴程村新发展中华寿桃

400亩，红香酥、新月等新品种梨树100

亩，为山区群众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开春以来，市残联又援助姚

吴程村安装了健身器材8件(套)、太阳能

路灯5盏，建公厕1座；为村里捐赠一台

打印机，为贫困户孟国民家6岁脑瘫患儿

送多功能护理床1张，为姚吴程村爱心超

市送来米、面、油、棉被等物资。

在今年的消费扶贫活动中，工作队

又动员市残联机关人员，积极购买村民

的栗子2万余斤、中桃寿桃1万余斤、蜂

蜜750斤、鸭蛋3000斤、花生1000斤、活

鸡200余只，消费扶贫总销售额达18万

余元，有效地增加了该村贫困群众的收

入。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闫占廷）

无论是搞种植还是搞养殖，农户最担心

的是销售问题，而宁陵县“养鸽大王”楚

维向从来不发愁销售问题，他有独特的

销售“秘诀”。日前，记者采访了他。

2010 年，返乡创业的楚维向养了

5000多对种鸽，年产乳鸽8万只。为了

寻找销路，他跑遍了省内外的家禽市场，

最终在上海、南京找到了稳定的客商。

如今，天明鸽业合作社存栏3万对种鸽，

年繁育乳鸽45万只。销售额也年年攀

升，今年销售乳鸽20万只，销售额300多

万元。

天有不测风云。2013年禽流感突然

袭来，楚维向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一只鸽

子都卖不出去。看着一家家养殖户倒闭

关门惨遭破产，他却艰难地支撑着。他

苦苦思虑：能不能转换一下思路？寻找

一条新的出路？

不能卖鸽，那我就卖鸽蛋。楚维向打

定主意后，便南下温州开始推销鸽蛋。由

于鸽蛋营养价值高，很快赢得了顾客的认

可。他采用薄利多销的形式，以0.9元一

枚的价格，很快占领了温州农产品市场。

“我靠卖鸽蛋维持了养殖成本，增强了市

场抗风险能力。别人都赔光赔净了，我还

能咬牙坚持下来。”楚维向说。

近两年来，他为鸽蛋注册了商标“百

鸽鲜”，并申请了无公害农产品证书，还

利用电商平台实现线上销售，把鸽蛋卖

向全国。鸽蛋价格也由一枚0.9元上升

到2.5元，又从一枚2.5元上升到5元。特

别是春节期间，他生产的无公害鸽蛋成

了抢手货，俏销一时。如今，鸽蛋年销售

量高达60万枚，产值240万元。

他还积极探索，善于创新，开发了风

味小吃“申氏手撕鸽”，一推向市场就好

评如潮。一只鸽子的价格从最初的15

元，经过加工炖煮后竟卖到30元，一下子

提升了鸽子的附加值。如今，“申氏手撕

鸽”发展加盟店21家，月销售鸽子6000

多只。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红
阳 曾照宇）“我在家门口的驿站不仅能

取钱，还能取快递，真是太方便了。”12

月2日，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区的张大

伯高兴地说。

张大伯说的驿站是刚刚在该社区

开业的淅川县首家综合性普惠金融服

务站“金燕驿站”。这是淅川农商银行

立足“支农支小支微”市场定位、践行普

惠金融理念建立的集金融、物流、民生、

休闲、电商“五位一体”的乡村金融服务

驿站。

“金燕驿站”内设有业务办理区、产

品宣传区、电商产品区、书香阅读区、休

闲娱乐区、便民服务区等，功能丰富，环

境优美，设施齐全。不仅能够办理小额

取款、转账、缴费、业务查询等金融业

务，还提供了量血压、图书阅览、快递代

放等各类便民服务，摆放了渠首本地特

产，更有“金燕e购”电子商城展示屏幕，

可线上下单购买地方特产，真正做到了

普惠金融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近年来，淅川农商银行完善基础金

融服务体系，助力普惠金融建设。截至

目前，淅川农商银行依托31家营业网

点，布放各类自助设备97台，设立惠农

支付点375个、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点和

普惠金融服务站127家，实现全县499

个行政村金融服务全覆盖，形成了“营

业网点+自助设备+一站两点+电子银

行”的线下线上金融服务体系，为乡村

振兴插上了“金翅膀”。

我省“五查五看”整治培训机构

平顶山滍阳镇

村村都有文化活动中心

淅川农民畅享“金燕驿站”
“五位一体”服务

宁陵“养鸽大王”楚维向营销有一套

工作队驻村三年 姚吴程村脱贫有望

12月1日，林州市文化馆红旗渠之声志愿服务乡村行演出活动在该市桂园街道办事处小菜园村党建广场举行，文化志愿者质朴

优美的腔韵、熟悉亲切的乡音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王国鹏王晓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