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帮助农村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9月11日，汤阴农商银行志愿者来到汤阴县任固镇王施济村，教村里的老

年人如何更好地使用智能手机，学会利用手机的常用功能为生活带来便利。 本报记者秦名芳通讯员李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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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刘珊张红卫）“咱村脱

贫后好事连连，去年全村考出32名大学生，今年又有

25名学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上大学是你们的

荣誉，也是我们的骄傲，今天把大家请过来，就是要

给你们送上村里的祝福，希望你们在大学好好学习，

用优异成绩回报家乡。”9月10日，一场别开生面的

“高校新生欢送暨防疫志愿者表彰会”在汝南县板店

乡柴庄村委会议室举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与今年

全村考取专科以上的优秀学生、疫情防控大学生志

愿者及部分家长代表欢聚一堂，在驻村第一书记郭

志平的主持下，共同回顾柴庄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们村以前是贫困村，产业发展、村容村貌、公

共服务设施在全乡14个行政村中垫底，整村脱贫后，

群众富了，环境美了，孩子们学习也更有劲了，我对我

们村的未来充满希望。”柴庄村党支部书记周合明在

讲话中说。

“去年也是在这里，村党支部为我们大学新生举

行了欢送会，当时的场景我今天依然记忆犹新。”大学

生志愿者周晓作典型发言，谈了自己积极参与疫情防

控志愿服务的感悟。随后，村党支部还为25名大学

新生和8名志愿者赠送了礼品。

本报讯（记者曹相飞 通讯员王静
会）近日，记者从邓州市有关部门获悉，

截至目前，邓州市市场主体总量达

69679户，新登记市场主体12828户，市

场主体总量持续增长，企业家队伍不断

壮大。这是该市大力推行“一网通办”，

优化营商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

近年来，邓州市把优化营商环境作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号工程”，

出台实施意见和重点领域专项方案，先

后取消各级各类审批事项127项，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以“互联网+

政务服务”改革为抓手，推动线上“一网

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最多

跑一次”；开设邓州市政务服务手机

App和“邓州政务服务平台”微信公众

号，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为

企业快速推入市场提供了便利。

邓州市“一网通办”助企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仵树大通讯员郭子钦袁勖杰 ) 近

日，记者从漯河市召陵区委组织部获悉，该区选派一

批优秀年轻干部到乡村一线挂职，充分发挥年轻干

部精力充沛、学历高、接受新事物快、创造能力强等

优势，推动乡村振兴“一三五”行动高质量实施。

今年以来，该区强力实施“党建引领、三清三

变、五星联创”的“一三五”乡村振兴行动。为推动

人才、资金、技术、政策、项目等资源向乡村流动，由

区委组织部牵头，从区直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30

名年轻干部入村工作，担任村党组织副书记或村主

任助理，协助村党组织书记、驻村第一书记工作。

在挂职期间，区委组织部建立并落实“周纪实、

月总结、季提高”制度，确保入村工作质量；挂职期

满，经组织考核表现优秀的，纳入全区优秀中青年干

部库，挂职期视为基层工作经历。而在挂职前，该区

通过实地调研和多方征求意见，确定了挂职行政村，

设置了挂职岗位，明确了挂职任务，力争通过2年时

间把挂职村打造成为乡村振兴“五星”示范村。

“这次选派年轻干部进村一线挂职，其目的就

是遵循年轻干部成长规律，将优秀年轻干部放到基

层一线锻炼，要敢于给年轻干部提供一些展示自身

价值、实现理想抱负的平台，按照有利于挂职干部

培养管理、有利于挂职干部发挥作用、有利于促进

村‘两委’班子建设和乡村振兴建设的要求，切实为

选派挂职干部安排相应的岗位和工作任务，加大年

轻干部一线培养力度，进一步发挥乡村振兴中人才

振兴主力军作用。”漯河市召陵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周俊伟说。

本报讯（记者董伦峰 通讯员陈世
威 叶中琳）9月13日，记者从杞县政府

办了解到，为持续推进“万人助万企”活

动，着力提升重点企业、龙头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该县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围绕铝型材和大蒜仓储深加工两

大主导产业，强化延链、补链、强链，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做强铝型产业。充分发挥杞县铝型

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铝型产业园

区二期项目建设，确保在建项目卓越幕

墙门窗、筑美新型材料、奥华智能设备、

铝之信铝业等年底前建成投产。建设一

批标准化厂房，尽快形成型材门窗、玻璃

幕墙、全铝家居、交通型材全产业链条，

实现由建筑类型材向工业类型材拓展。

补齐大蒜产业短板。依托中国农

大教授工作站、河南省大蒜制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加快云仓二号

大蒜深加工项目建设进度，带动一批大

蒜深加工企业落地聚集，打造100亿级

大蒜深加工产业集群。

杞县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漯河市召陵区

年轻干部走上乡村振兴一线

武陟县 三天办结跨省信访案

脱贫村两年
走出57名大学生

以事故为鉴，开展监管行动
泌阳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特种设备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检查以燃气行

业为重点，重点检查了单位和人员资质、

设备登记和人员教育培训等资料，并现

场抽查了部分设备。共发现问题隐患15

处，责令停业整顿1家，检查组要求各市

场监管所督促整改到位。 (郝伟)

扎实安排部署防汛工作
近日，郑州市管城区城东路街道通

过“郑政钉”远程视频安排部署防汛工

作。会议强调：一要从严从实扛起防汛

责任;二要从深从细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三要从早从紧做好应急处突准备。

充分发挥“郑政钉”政务协同办公优

势。 (杨丹)

今年以来，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

司转化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践行“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依托公司党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该公司及时组织党员干部深入

服务企业，开展“为民服务解难题”公开承

诺书，亮出承诺事项并抓好落实。

该公司成立了“党员服务队”“党员先

锋岗”等，对服务企业采取分包形式，开展

针对性服务，帮助理思路、找门路、把脉问

诊，积极兑现承诺。与企业共建党支部共同

学习，共同开展活动，帮助建立健全各项规

章制度，增强企业凝聚力、战斗力，打造企业

团队精神。同时，该公司党支部结合“双承

诺”“双报到”“双结对”活动、党史学习教育

和工作实际，组织党员干部进社区开展各类

宣传教育活动，在抗洪救灾工作中，该公司

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捐款。在疫情防控

期间，该公司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到社区做核

酸检测志愿者，对于社区物资缺乏问题，及

时组织进行捐赠口罩和食品。

该公司积极与银行等金融部门进行沟

通协调，为企业争取偿债周转基金，目前已

为多家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困难问题。推

动与工行合作的银政通“园区贷”项目，推动

与源汇区农信社合作小微基金业务，争取小

微基金增信担保工作再创新成效。真正做好

政府的助手、企业的帮手、产业的推手，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靳文)

本报讯（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程祎允 宫兆
坤）“村里的臭水坑能变成村中湖，那可是俺给村

监委会提的建议。”9月8日，清丰县大流乡谢里

固村村民谢德功得意地对记者说。

原来的谢里固村村东坑塘垃圾堆积，臭气熏

天，引起群众不满。村监委会主任谢启彬入户走访

时，群众对坑塘问题意见强烈，谢启彬立即向村党

支部提出修整建议。村“三委”通过程序向上级申

请了坑塘治理项目，经过项目实施，以前的臭水坑

变为了一幅乡村美景。

“村监委会是权力运行的‘把关人’，也是群众

身边的‘贴心人’，更是党群、干群的桥梁纽带。我

们一直在探索发挥村监委会作用特别是监委会主

任作用的有效途径。”该乡党委相关负责同志说，去

年村“三委”换届以来，该乡从监委会选人用人、监

委会管理及考核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一是拓宽视

野选人。31个行政村中有8名退休老支书、5名老

退伍军人、12名种植养殖能手、6名老模范进入监

委会并担任监委会主任；二是明确工作职责。细化

了村监委会参与产业发展、村务财务监督、矛盾纠

纷化解、疫情防控等11项中心工作的责任。三是

建立考核机制。制定了监委会绩效考核办法，按照

“优、好、良、一般、差”五类进行年终评比考核，将考

核结果与工资绩效挂钩。

“我们积极探索全方位发挥村级监委会作用制

度机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坚

持这个管理办法，使监委会作用发挥得更好。”大流

乡纪委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卢方
芳）近日，记者在禹州市小吕镇柴庄村

看到，一块块郁郁葱葱的烟田里，许多

村民正在采摘成熟的烟叶；步入村庄，

只见街道两边的绿化带整整齐齐。“俺

这路两边是才绿化好的，咋看咋得劲

儿。”正在家门口编藤编的村民叶倩阁

高兴地说。

柴庄村曾是禹州市小吕镇的落后

村，村路坑洼不平，村容脏乱差，且没

有一个可以带动发展的产业。去年年

底村“两委”换届后，赵亚军当选新一

届村党支部书记，他认为，如果没有产

业，集体没有收入，那么为群众办实

事、实现乡村振兴，就只能是一句空

话。

柴庄村群众有烟叶种植的传统和

技术，村党支部首先发展烟叶种植，鼓

励热心家乡建设、带富能力强的在外

人士回乡流转土地，搞规模化种植，村

民可以以土地、技术入股，还可以在公

司打工挣工资。

单纯发展烟叶，毕竟受土地面积、

自然气候及市场行情制约。村党支部

经过市场考察发现，藤编所需辅助工

具简单，工作场地选择自由，市场需求

量大，果断筹资建立了以生产藤编工艺

品为主的“贝邦藤编工艺园”。许多留

守妇女积极参加技术培训，40余位村

民很快掌握了编制技术，目前藤编工艺

品产销两旺。村民李晓华高兴地说：

“以前总抱怨在家挣不到钱，没想到村里把车间建在家门

口，现在只要你肯干，不怕没钱赚。”

产业发展了，集体有收入了，村“两委”开始改善人

居环境。今年3月，赵亚军多方筹资，修通了6.4公里

的主街道水泥路，安装路灯70盏，解决了群众出行难

问题。村里还新建3个小游园，规划的1000平方米的

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

漯河市经济发展投资总公司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促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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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丰县大流乡村级监委会发挥大作用

既是监督员 又是服务员

本报讯 近日，如愿拿到5400元车
辆拆解剩余补贴款的张伟山，对武陟县
相关部门的办事效率连声称赞。

前不久，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张伟山向河南省信
访局局长手机公开号码发来短信，反映
今年4月，其国三大车由武陟县木城街
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程某带领两人在新
疆博乐市协商报废，同意补贴 15500
元，但至今仅打款9000元，相关人员联
系不上。收到该信访事项后，武陟县信
访局高度重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永
国要求木城街道办事处对张伟山反映
的问题，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和省局

“121020”的短信办理时限要求，快查快
办快结，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

木城街道办事处立即成立工作组。
经查，3月26日，木城街道办事处机关干

部程某与县交通局、县公安局的同志一起
赴内蒙古拆解张伟山名下的一辆国三车
辆“豫HK3521”，当时的补贴政策是，3月
31日前拆解的车辆每辆补贴14400，5月
31日前拆解的车辆每辆补贴9000元。
张伟山在3月底前提交了车辆拆解申请，
但实际拆解日期在4月，所以无法享受
14400元的补贴，并非张伟山所说的
15500元，其本人也表示是自己记错了。
车辆拆解后，程某等人按规定将9000元
的补贴款支付给了张伟山。因张伟山理
解为申请拆解和交出车辆时间是3月底
前，应享受14400元的补贴标准，因此通
过短信信访要求发放剩余补贴款。

后经工作组协调，县交通局按照
14400元的车辆拆解补贴标准，于9月2
日将剩余的5400元补贴款打到了张伟
山的银行卡上。（王海富张建国）

本报讯 近日，鹤壁市鹤山区组织

人员进村入户宣讲政策，帮助符合条件、

有贷款意愿的群众申请金融扶贫贷款，

实现应贷尽贷。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该区充分利用周四帮扶日，金融帮扶出

实招，高效助力脱贫群众致富增收。

截至目前，该区共集中开展宣讲40

余次，印发宣传页3000余份，累计贷款

笔数1451笔，贷款总金额3524.74 万

元。今年，该区新增扶贫小额信贷28

户，贷款金额60万元。据了解，该区近

期有近100户符合条件的群众有贷款意

愿，目前已走完户村乡区相关申请手

续，等待银行审核放款。（张俊妮）

本报讯 为进一步筑牢校园安全防

护网，维护学校环境，淮滨县公安局强化

学校及周边的治安防控和集中整治，全

力做好秋季开学首日护校安全工作。

在开学前一周，淮滨县公安局组织

民警深入各校周边，对流动摊位、出租

房、网吧和娱乐场所等进行清理整顿，并

将校园周边区域纳入巡逻工作重点，确

保校园周边交通秩序安全顺畅。同时，

将疫情防控与校园安保进行有效结合，

围绕开学后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进行模

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涉校案事件能够

快速、有效、稳妥处置。此外，淮滨警方

积极会同教育部门对辖区中小学校、幼

儿园进行了一轮全方位的集中摸排，督

促中小学、幼儿园落实安全保卫工作主

体责任，严格门卫核查登记管理、内部值

班、日常巡逻、应急处置能力等各项安全

管理制度，完善人防、物防、技防建设，全

面提升防控等级。（孙久扩）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
9月22日15时在郑州市桐柏北
路180号对一批废旧变电设备进
行公开拍卖。意向人请于2021
年9月19日前办理竞买手续（保
证金 5 万元）。展示时间：9 月
18～19日；展示地点：郑州市白沙
镇。咨询电话：13592666388。
河南求实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淮滨县 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

鹤山区金融帮扶助力群众致富

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