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通讯员李燕赵
洪宇）“是巡察组吗？那2000元租金，我

已经收到，感谢你们巡察组。”12月 17

日，在巡察组撤离白马镇的前一天，大刁

行政村村民付家庆总算了却了一桩心

事。

今年10月，郸城县委第十轮巡察启

动后，第一巡察组负责巡察白马镇及所

辖的11个行政村。其间，大刁行政村村

民付家庆来到巡察组反映：老牙行政村

崔庄一民办小学占用其岳母齐素英的2

分宅基地，租金欠了2年，其岳母为五保

户，年老多病，学校说租金2018年年初就

给村干部崔复义了，但崔复义以种种借

口拖延不给。

了解情况后，组长孙海龙立即召开

组委会，并立即与白马镇纪委对接，督促

该问题尽快解决。经镇纪委详细了解得

知，付家庆的岳母是老牙行政村崔庄村

人，五保户，年老多病，因行动不便，长期

住在其大刁行政村的女婿付家庆家中，

由其女儿照顾。2018年老牙行政村一民

办学校扩建时，为了赶工期，看到齐素英

荒芜的宅基地闲置无用，在没有征得齐

素英同意的情况下，学校和村干部协调

后，先行占用了齐素英2分宅基地，因其

长期在女儿家居住，2000元租金就让村

干部崔复义转交。

镇纪委立即对崔复义进行了约谈，

责令其按照程序，完善学校和齐素英的

租地协议，并按时交付租金，以实际行动

取得当事人的谅解。

“通过探索开展规范化、常态化的村

（社区）巡察，我们就是要把巡察监督的

触角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把‘利剑’

直插基层，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真切感受到

全面从严治党的实际成效。”该县巡察办

主任侯志邦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芮兆
迪 魏慧）为确保村（社区）“两委”换届

平稳、有序、高效进行，洛阳市洛龙区学

府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以三个“到位”

扎实推进“两委”换届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谋划部署到位，加强领导。学府街

道办事处成立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亲自挂帅，靠前指

挥、带头落实，全程指导换届工作；制定

《学府街道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方

案》《推荐大会现场操作方案》；将工作责

任具体到人，动员街道全体工作人员积

极配合此次换届工作。

动员部署到位，加强指导。学府街

道召开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动员部

署暨学习培训会议，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宋良要求：要增强责任感和使命

感，准确把握关键环节，按步骤按程序推

进，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换届任务。会

议围绕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流程、

会场秩序纪律、人员分工配合等内容作

出系统指导。

正风肃纪到位，加强督导。该街道

办事处制定《学府街道村（社区）班子成

员候选人预备人选考察工作方案》，成立

村（社区）党组织换届候选人预备人选考

察组。严格落实“十不宜”“十不能”原

则，为下阶段村（社区）“两委”换届正式

选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通讯员季玮李
红忠）12月17日，记者来到范县王楼镇

农村培训学校，这里正在举办王楼镇新

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培训班，此次

来学习的村党支部书记清一色都是党组

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干部好不好、口袋鼓不鼓、环境美

不美，决定着群众的幸福指数。”在范县

王楼镇鲁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鲁振飞看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层

党组织是“指挥所”，村支书则是“指挥

长”。已经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他，如

今再次全票当选村主任。

“村干部就得为老百姓办实事。光

嘴上说没用，得用事实说话。”作为村民

信任的当家人，对于未来的发展，鲁振

飞信心十足地说，“既得‘富口袋’，还得

‘富脑袋’。以后，我们将继续在产业发

展上下足功夫，既要建强支部配好班

子，增强村干部凝聚力和战斗力，又要

抓好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增强发展后

劲，为乡村振兴添彩。”

“村子富不富，群众看干部”。实现乡

村振兴，选好“带头人”至关重要。像鲁振

飞这样“一肩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在范县574个行政村已全面实现。

据了解，范县作为河全省村(社区)

“两委”换届工作试点县之一，高标准高

质量组织实施村级组织换届选举，不仅

念好“选”字诀，还念好“育”字诀，提升

“领头雁”领飞本领，做好全面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本报讯（记者曹怡然）近日，南阳烟

草职工霍通深夜发起救援，挽救轻生女

孩的义举在社会上传为佳话，奏出寒冷

冬日里一曲向善向美的暖心音符。

11月3日下午，霍通到市内某商场

购买物品时，因付款的需要，添加了商场

售货员的微信。当晚11点左右，霍通无

意间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发表有轻生念头

的动态。霍通大吃一惊，仔细辨认原来

是购物时所加的售货员所发。虽然成了

“微友”，但霍通与对方并不熟悉，也无法

确定其轻生举动是真是假，然而善良的

天性让霍通无法袖手旁观，她立即给女

孩儿发信息疏导情绪，并想办法寻找女

孩的家人。

要救人，首先必须得知道轻生女孩

在什么位置，才能施救。霍通首先想到

了报警，但因为线索有限，警方也是毫无

头绪。霍通一边开导劝解轻生女孩，一边

想办法与该售货员的店长取得联系，试图

获取更多有效信息。但由于该名售货员

是刚入职的新员工，店长对她也不了解。

“员工入职时难道不留下什么信息吗？”霍

通的一句话提醒了店长，店长随即从入职

信息中找到了轻生女孩的住址。

当民警设法进入女孩家中后，发现

其已服用大量药物而昏迷。民警遂将其

送往医院抢救，最终保住了生命。医生

表示，如果再晚到一会儿，后果将不堪设

想。

据了解，该女孩是因家庭矛盾而轻

生。事后，霍通还多次到医院与女孩沟通

并劝解，女孩的家人和朋友对霍通表示感

谢，霍通说：“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结

识偶然，事发突然，但对霍通而言，救人却

是必然，她的义举更值得点赞。

□本报记者李梦露

上蔡县城东南1.5公里处，新修的南

环路将芦岗街道程老社区分成南北两半，

无论向南还是向北看都是同一幅景象：崭

新的村舍，整洁的沟渠，干净的硬化路两

旁矗立着太阳能路灯。

这样的景象来之不易。程老社区属

于贫困村，也是艾滋病重点帮扶村，5年前

省水利厅第一任驻村第一书记马文博刚来

的时候，社区人居环境差，居民就业难。

在三任驻村第一书记与社区“两委”

的共同努力下，全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共

54户170人全部实现脱贫，人均年收入从

600元涨到了2019年年底的10976元。

从掐“表”用水到刷卡用水

“现在社区共836户居民吃水都用智

能水表计费，水卡充值后往水表上一刷即

可，很方便。”12月23日，程老社区居委会

工作人员李亚楠在帮社区居民充值水卡

时说。

“安装智能水表是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的重要一环，是用科学方式进行

用水节水的管理。”省水利厅第二任驻村

第一书记李轲说。

“过去水费难收，有些村民甚至用自

来水浇地。”李亚楠说，“为节约水资源，自

来水公司每天定时供水。现在再也不用

掐着时间用水了。”

2015年以来，省水利厅先后向程老

社区及附近村庄累计投入3338万元，建

设抗旱应急引水工程、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排涝沟道水毁修复工程等10

个水利项目。

脱贫标兵脱了两次贫

44岁的刘勤，脸颊粗糙，短发利落，

眼神虽有疲惫却闪着光。

在程老社区，论勤快，刘勤称第二，没

人敢称第一。早上5点起床喂羊喂鸡；7

点半赶到社区里的河南博城服装公司制

衣车间上班；中午下班后回家喂养鸡羊；

接着回制衣车间加班到晚上9点。“能掏

劳力是好事，有事干说明有钱赚，有钱赚

才有好日子。”刘勤说。

2015年，丈夫去世、独自抚养两个孩

子的刘勤被列为贫困户，由省水利厅驻村

工作队结对帮扶。2017年~2018年，在

驻村工作队和村委会的帮助下，刘勤靠养

猪还清了给丈夫治病欠的14万元；2018

年，刘勤被评为上蔡县脱贫标兵。

不幸的是，去年4月，刘勤养的20多

头猪几乎全部死于猪瘟。李轲鼓励她改

养风险较低的羊和鸡，并为她申请到了

5000元专项资金，介绍她到制衣车间工

作。今年，靠着养羊和制衣车间2000多

元的月薪，刘勤“又”脱贫了。

3000平方米厂房让脱贫有底气

刘勤工作的制衣车间于2018年由省

水利厅援建，租给博城公司，每年能为程

老社区带来6万元的租金收入，提供30个

左右的就业岗位。

“程老社区不在上蔡县的工业规划

内，同时受县城扩张的影响，人均耕地越

来越少，不适合发展农业。”李轲说，程老

社区发展集体经济大有可为。

经过考察，工作队发现社区西边紧挨

南环路的位置，很受超市经营者们的青睐。

于是，李轲积极向省水利厅、上蔡县

政府申请专项资金，向中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捐助，联合邻村省林业局驻村工

作队共同投资近400万元建成了3000平

方米的厂房；厂房装修后租给了经营状况

良好的王丽超市，预计每年可为程老社区

增收22万元。超市目前共为周边社区提

供了48个稳定的工作岗位。“未来这个位

置只会越来越抢手，这座厂房就是程老社

区防止返贫甚至奔小康的底气。”李轲说。

“宁愿少贴几片砖，也得去跳舞”

晚上7点，南环路旁，程老凤舞文艺

团的团员们正在进行军鼓舞蹈排练。

“23个姐妹都是咱们程老四五十岁

的妇女，每天收工了才来排练。”程老凤

舞文艺团的发起人程灵枝介绍说。文艺

团除了义务为程老社区表演外，也会参

加商业活动赚个表演费。“表演费没俺贴

墙砖赚得多，但咱们不图钱，就图个开

心、给程老长脸！”团员程棉说，现在她们

小有名气。

程老凤舞文艺团表演所需的服装、道

具和设备都是驻村工作队购买的。“最初我

们是想培养一个剧团，将来表演展现乡风文

明的剧目，没想到团员们都是从零学起。”李

轲笑着说，现在的程老社区，一切皆有可能。

2020年正值脱贫攻坚收官之年，李

轲也将离任。如今程老社区，村民弱有所

扶，居有所安，劳有所得，老有所乐。省水

利厅第三任驻村第一书记郑伟将接棒带

领程老社区走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沉疴尽去的程老社区，走在小康路上

的脚步愈来愈轻快。

马昕 47岁 郑州新密市人民武装部政委

马振波 39岁 省地质调查院高级工程师

王天定 65岁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高级记者

王生有 62岁 安阳林州市任村镇盘龙山村党支部书记

王存华（女） 45岁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濮阳供电公司职工

王国辉 42岁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田营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冯石献 53岁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综合室主任

仝麟龙 36岁 郑州人民医院普外三科主治医师

吕妙霞（女） 52岁 洛阳龙浩农业有限公司合作社理事长

杨丽霞（女） 53岁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张金良 57岁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邱建锋 45岁 省侨联驻漯河市临颍县石桥乡桥南村第一书记

杨震 38岁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机务段高铁司机

赵化录 57岁 新乡辉县市冀屯镇党委书记

胡中辉 33岁 国网平高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赵清霞（女） 54岁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艾滋病大科兼感染一科主任

赵童 38岁 焦作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

赵道全 56岁 河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教授

樊树锋 39岁 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警察

薛荣（女） 62岁 郑州圆方集团党委书记

集体：
河南省援鄂医疗转运队

商丘市帮扶“商丘好人”协会

本报讯近日，记者从“出彩河南人”

2020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宣传推介

活动组委会获悉，2020感动中原十大年

度人物候选人（集体）已经正式产生。

即日8时~12月29日20时，公众可通过

“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宣传点赞。

“出彩河南人”感动中原十大年度

人物宣传推介活动由中共河南省委宣

传部指导，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

市频道具体承办。作为我省重点打造

的“出彩河南人”系列典型宣传品牌之

一，旨在深入挖掘我省各行各业涌现出

的先进典型，树立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榜样，推动全社会

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风尚，

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争做出彩河南

人，奋勇争先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

大胜利，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

丽篇章。

宣传推介活动启动以来，全省各地

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积极向活动组委

会办公室推荐人选。截至11月中旬，组

委会办公室共收到有效推荐材料163

份。活动组委会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要求，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从

中推选出了20名候选个人和2个候选

集体。现将候选人（集体）名单及事迹

公布（候选人事迹请扫描二维码浏览），

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踊跃点赞，选出

您心目中的“出彩河南人”2020感动中

原十大年度人物。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黄华 通讯员李耀稳）

“这个绿荫停车场建得不赖，周边住宅区

密集，停车位长期处于紧缺状态，现在建

成便民停车场，不但方便了附近的居民，

左邻右舍还能在这逸趣园、儿童乐园里吹

吹风、聊聊天……”12月23日，居住在上

蔡县重阳街道办事处豫苑社区居委会的

居民王洪敏说。

连日来，上蔡县城的绿荫停车场成为

上蔡有车一族的重要打卡地之一。今年3

月，上蔡县委、县政府为缓解城市停车压

力，按照城市园林化建设要求启动了蔡都大

道绿荫停车场及游园项目，该项目分为绿荫

停车场、逸趣园、活力街区三部分，规划建设

总面积 27660 平方米，其中绿化面积

10452平方米、硬质景观面积17208平方

米，小车停车位271个（包括8个新能源汽

车车位）、中巴停车位5个，共276个车位。

据了解，绿荫停车场为了打造良好的

停车环境，在停车区种了大量的香樟树，

既避免夏日对车辆的暴晒，又为前来停车

的车主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停车区出

来有个逸趣园，园中种植大量的樱花树，

配备了绿地草皮，不但方便当地群众休闲

游玩，缓解周边停车压力，还提升了城市

品位和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进来暖

和一会儿，恐怕人都冻僵了。”12月22日晚

上，乘客张大爷在郑州惠济区石桥村270

路公交调度室，一边取暖，一边等车时说。

近日，气温持续走低，郑州公交二公

司270路调度员洪胜晓在场站检查车辆，

发现场站外有4名候车的乘客被冻得瑟

瑟发抖。看看离发车时间还有几分钟，她

便走上前去，热情地邀请乘客到调度室暖

和一会儿。

洪胜晓将乘客领进调度室，告诉乘客，

可以在这里等车，调度室内的热水也可以

免费饮用。从晚上6点至收班的两个多小

时内，先后有二十几名候车乘客被她请进

调度室。 （崔晨）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廖涛）

12月23日，南召县云阳绿色冶铸一体化

项目正式点火试产。该项目由安钢集团、

天瑞集团、南召县政府三方共建，总投资

35亿元，分三期逐步实施，项目全部建成

后，年创利税可达10亿元，安排带动就业

5000余人。

云阳绿色冶铸一体化项目以建设智能

化工厂为目标，投资建设了无人值守远程

控制、在线检测系统、mes智能化管理系统

等智能化设备，从原料采购、过程控制、物

流运输、采样检测、质量控制到销售服务的

全流程信息采集，做到信息流、物流与生产

经营有机集成。项目一期点火试车，投运

后可实现年产值20亿元，安置400余人就

业，辐射带动1000多个就业创业机会。

12月21日，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的女工在用玉米粒、豌豆等生产速冻食品。该公司是一家以水果蔬菜、豆制品为主

的食品生产企业，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目前，该公司共安置当地劳动力160余人，人均月工资达3000余元，产品产销两

旺、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杨远高通讯员马金摄

12月23日，汝南

县板店乡冯屯村潘庄

村民组农民杨迎春正

在对智能杆的部件进

行焊接。据了解，该

村自引进以生产智能

监控、安全防护设备

的汝杭金属制品厂以

来，先后安排64名附

近农民进场就业，其

中 24名贫困户通过

就业实现脱贫。本报

记者黄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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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路上的“程老速度”

上蔡县
小车位彰显大民生

“出彩河南人”2020感动中原
十大年度人物候选人评出

范县

574位“领头雁”提升领飞本领

郑州公交二公司
为乘客提供“避风港”

南召云阳绿色冶铸
一体化项目试产

洛龙区学府街道“三到位”抓好换届选举

郸城县 巡察解了五保户心头事

南阳烟草职工霍通 深夜援救轻生女

“出彩河南人”2020感动中原候选人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序）

本报讯（记者李燕 通讯员王支援）

12月24日，吃过早饭的史学锋在虞城

县张集镇林堂村的马路上，一边扫地一

边等着村里的保洁员。

史学锋是当地的“名人”。为了打

响张集苹果的品牌，他以自己的名字注

册了商标。之后，他又利用张集地处富

硒带这一优势，培育富硒苹果。普通苹

果一公斤3元左右，富硒苹果一公斤6

元左右。富硒苹果的出现使张集果农

收入大增。

史学锋在自己发展富硒苹果种植的

同时，不忘带领周边群众发展富硒苹果

的种植。该县乔集乡乔楼村果农李新

民，在他的技术指导下种植5亩富硒苹

果，每亩收入1万元左右。

造福一方百姓，建设美丽家园一直

是史学锋的理想。从村党支部书记退

下来的他，又走上一个新岗位——环卫

片区管理员。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7

名保洁员不论严寒酷暑，都按时上下

班，捡拾村里的漂浮物和白色垃圾，清

除路边电线杆上的小广告，对村里的卫

生实现了全覆盖无缝隙的清洁。对清

除的垃圾，做到日产日清。

史学锋凭着一颗不求回报、默默奉

献的心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把为乡亲

们服务作为自己的“第二事业”，他把余

热、爱心和真情撒满村里的每条路，撒

向身边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虞城县史学锋

情系乡邻献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