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垣“长”在哪儿“亲”“清”把得好

脱贫故事

刘仓义
写出扶贫“好声音”

□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崔敬 王晨光

“总是不能忘记您善良的样子，站在金色田野里
和秋风相依……”这些天，在长垣县的街头巷尾，一首
朗朗上口的《扶贫好书记》被频频传唱。

这首歌的作词人叫刘仓义，是长垣县丁栾镇大沙
印村的一名农民。今年5月 23日，中国文化艺术人才
库在北京启动，并为全国 100多名优秀文艺工作者颁
发了入库证书，其中就有长垣农民作词人刘仓义。

上世纪 80年代，中师毕业的刘仓义做了小学教
师。上世纪90年代初，刘仓义下海经商，在卫材、房地
产行业生意越做越大。近些年，他在工作之余，依托

“百企帮百村”活动，经常吃住在分包的长垣县丁栾镇
打兰寨村，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驻村扶贫，给刘仓义提供了深入农村采风的机
会，也给他带来了创作歌词的灵感。他目睹了不少驻
村第一书记繁忙的工作，看到了他们走村入户和跑项
目的艰辛，创作出了歌词《扶贫好书记》，来展现驻村
扶贫干部的形象。

“我要用歌声宣传扶贫驻村的第一书记。”刘仓义
告诉记者，这首歌词创作出来之后，在圈子里受到了
广泛关注。后经知名音乐人何丽华谱曲、著名男高音
歌唱家史宁广演唱，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刘仓义 2016 年开始创作歌词，至今已创作 300
多首，其中 20多首被谱曲演唱。这些作品主要以民
歌、军旅歌曲为主，讴歌真善美，传达社会正能量。其
中，军歌《心在军营》被二炮文工团导演潘耀选中，已
在中央歌剧院完成了合唱录制；《廉洁奉公》荣获河南
省“五个一”工程奖。9

1 县长为啥不请自到来“帮忙”？
政与商“亲”，为企业提供专家型、保姆式服务

近日，《河南日报》关

于“两长现象”的报道，在

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

响！长垣之“长”体现在

多个方面，其中既“亲”又

“清”的政商关系，尤为令

人称道。

如何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长垣县

通过优化政务服务、规

范政商交往行为、强化

监督执纪问责、权力“清

单”化管理等措施，逐渐

形成了政商交往既“亲”

又“清”、良性互动的“新

生态”。

□新乡观察记者 李虎成 宋红胜
本报通讯员 钟泉 薛新辉

最近的一连串“重大利好”，乐坏了驼人集
团总裁王国胜！

在长垣县政府的支持下，驼人健康科技产
业园的发展区域，由现在的 500亩将扩建到
2500亩；县政府还协调近 300亩土地用于建
设高端人才生活区；县政府专门出台红头文
件，支持驼人健康科技产业园发展……

“感谢县领导！”王国胜说，从去年2月份
开始，每周四，县长秦保建就会轻车简从到驼
人集团，问企业有啥困难、有啥问题、有啥需
求。

原来，长垣县委、县政府建立了县级领导
干部“六联六问”工作机制。所谓“六联”，即联
系乡镇、联系村庄、联系农户、联系企业、联系
学校、联系医院（养老院）；所谓“六问”，就是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问安
于民、问廉于民。长垣县还将每周四定为“六

联六问日”。
驼人集团是秦保建的定点联系企业。王

国胜很快意识到这是企业发展的“商机”。于
是，他每到周四都会给县长准备一大堆难题。
先是企业发展遇到的具体问题，再是如何引
进、留住人才的战略问题。

王国胜说，在关注企业自身问题的同时，
他结合长垣医疗耗材企业多、业务员多的县
情，提出要鼓励业务员围绕驼人集团上下游创
办医疗耗材企业、并入驻驼人健康科技产业园
的建议。秦保建立即带领税务、食药监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到外地“取经”，并经过多方调研、
论证，很快出台了《支持驼人健康科技产业园
发展的实施办法》。

“凡入驻企业5年内任一年度对财政贡献
超过200万元的，一次性给予驼人集团奖励80
万元；对财政贡献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给予

驼人集团奖励200万元。”王国胜拿着红头文件
兴奋地告诉记者，政府鼓励驼人集团搭建“园中
园”作为招商平台，吸引医疗器械上下游产业配
套企业、项目合资企业和商贸企业入驻。对于
新入驻的企业，县政府将予以补贴，第一年为财
政贡献额的 50%，第二年 30%，第三年 20%。
目前，该园区已有300家企业落地。

企业遇到困难政府雪中送炭，企业发展得
好政府锦上添花，企业平时运营政府甘当“贴
心管家”。长垣县委书记武胜军告诉记者，近
年来该县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企业提供
全方位、全过程支持和保姆式、专家型服务。

“六联六问”机制，是长垣县“亲”商的一个
重要体现。截至8月初，县级干部通过“六联
六问”机制共开展调研3186次，解决问题924
个，救活因担保连带责任陷入困境企业4家，
有效阻断了企业担保资金断裂风险。

企业为啥请干部吃顿饭这么难？
商与政“清”，坚守“底线”、不碰“高压线”

政府为啥主动帮企业维护权益？
“清单”管理，源头防止“权”“钱”腐败

32

“在长垣，企业要想请干部吃个饭，很
难！”这是卫华集团副总裁、纪委书记李全振
的感慨。

去年10月初，卫华集团泰国港项目的设
备需要安装调试，急需一批技术工人，不料却
作了大难。该公司找了符合技术要求的员工，
发现他们要么没护照，要么护照过期。企业当
即向长垣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求援，请求尽
快为500余名职工办理护照。出入境管理科
随即派干警利用休息时间来到卫华集团，现场
指导员工办理手续；开通了周末“绿色通道”，
在两天内办妥护照500余本，优质高效的服务
保证了卫华集团海外项目的顺利实施。

“当时，我跟公安局的主管副局长说，也
不知道咋感谢你们，请大家吃个饭吧。”李全
振诚意发出邀请，但被拒绝了。“开始还过意
不去，但这样的事多了，大家也就理解了”。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也肩负着义
不容辞的责任。”李全振认为，企业家要有“底
线意识”，不碰法律的“高压线”，不违道德的

“警戒线”。
事实上，早在2006年，卫华集团成立党委

的同时，就在全省较早设立了企业纪检委，与

监事会、审计、法务等部门互相
配合，构建起了惩治和预防腐
败的立体式廉洁教育体系。

“构建‘亲’‘清’政商关
系，企业就是要洁身自好、
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
光明正大搞经营。”长垣县
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
主任张彤说，2016年 8月，该
县纪委、监察委、工商联就联合
出台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暂行办
法，从优化政务服务、规范政商交往行
为、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方
面，长垣县打出了“重拳”。严肃查处党员干
部滥用职权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发现
问题1起，党纪处分5人，诫勉谈话1人，维护
了企业及其负责人合法权益。同时，开展党
员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或从事营利性活动专
项治理，查处此类问题 3起，党纪处分 3人。
严肃查处在企业生产经营环节中吃拿卡要、
行贿受贿和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等问题，发现
问题5起，开除党籍处分6人。

“在长垣，政府和职能部
门经常主动帮助企业维护
合法权益！”8 月 18 日，纽
科伦（新乡）起重机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衡振虎对
记者说。

今 年 5 月 18 日 ，长
垣 县 税 务 局 窗 口 工 作 人

员涂元元在为该企业办理
扣 缴 企 业 所 得 税 申 报 业 务

时，发现该公司外方股东的股
息红利所得应按 5%征收，然而系统

却默认为按 10%征收。涂元元马上逐
级汇报，并指导该企业填写相关材料，
还加班到晚上 8 时多，将近 20 页的表
格信息逐条进行手工录入，直到修改
成功。

在长垣，“一窗受理”“一次办妥”
早已不是难事。该县精简行政权力事
项，行政审批大幅度“ 瘦身”，从 2011
年的 1081 项，精简到了 2017 年的 143
项；压缩办事时限，对办理事项和办事
人员较多的不动产登记、社保、房管、

工商、税务等窗口，明确受理、审查、审
核和批准等岗位的职责权限及办理时
限。

长 垣 县 梳 理 公 布 了 权 责 清 单、随
机 抽 查 事 项 清 单 、中 介 服 务 事 项 清
单、收费目录清单等 4 张清单。其中，
新增行政职权事项 60 项，取消行政职
权 事 项 77 项 ，调 整 行 政 职 权 事 项 53
项；随机抽查事项 183 项；清理规范行
政审批中介服务 22 项，保留 21 项；公
布行政事业性收费 37 项、政府性基金
7 项。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推进服务
型政府建设，厘清了政府部门的职能边
界和企业的经营边界。政府部门该做
什么、不该做什么，都在法治框架下得
以明确，从而尽可能地释放了企业的自
主空间。9

□新观

民无商不活，国无商不兴。良好

的政商关系，是营造优良政治生态的

土壤，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保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

系不仅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迫切

需要，是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客观需

要，也是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

发展高质量的现实需要。

去年年初，长垣民企河南矿山集

团党委书记崔培军患病，在山西大同

住院治疗。长垣县领导利用周末休

息时间，专程前往探视。山西一位老

板高某在病房里见了这一幕，感叹：

“别的地方都是客商看领导，长垣县

却是领导看客商！”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领导干

部是主导！长垣县党政干部坦荡真

诚地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积极作

为、靠前服务，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与民营企业家保持清白、纯

洁的关系，不贪私，不谋私，不搞权钱

交易，准确地把握了“亲不逾矩，清而

不疏”这个度。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对于民

营企业家来讲，建诤言、促发展是前

提，守法纪、讲诚信是基石，抓党建、

建堡垒是保障。在长垣，企业坚持洁

身自好、走正道，遵纪守法办企业、光

明正大搞经营，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

好氛围。

官有德，商有道。长垣的实践证

明了，走“亲”“清”政商关系的“阳关

大道”，才能促使市场主体充分释放

发展的新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坚强的保障。9

新观絮语

能否“亲”和“清”，
关键看领导

□李虎成

“福州福州，有福之州”，以往听来这只
是一句广告语而已。然而，自从几天前到
访过“三坊七巷”之后，此语便不再是广告，
而是真切实在的体验。

8月9日至11日，应福建日报记者通联
部邀请，记者到福州与该报驻各地记者站
同仁和全省各市县报道组成员进行采编业
务交流。会议间隙，抽空到“三坊七巷”一
游，感慨良多。

时值盛夏，福州宛如火炉，热度
一点不亚于郑州。从空
调车里一钻出来，立马切

换 成 汗 蒸 模 式 。
然而，随着移步坊

巷 民 居 ，立

刻心清气爽，远胜过空调带给人的享受。
一连走了几个宅院，莫不如此。

那一刻，我似乎突然明白了：心静之处
是故乡啊！在距离“老家河南”千里之外，
居然找到了故乡的感觉！我先是被自己这
种奇异感觉弄懵了，继而很快释然：无论东
西南北中，中华民族的传承基因原本就是
一脉相承；再者正是有了来自中原的勤劳
客家人，才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在远离中原
战火的东南一隅融合、弘扬、传承。这大概
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原人到东南沿海地区会
觉得饮食起居、生活方式都很适宜——起
码我有这个感觉。

三坊七巷位于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中轴
线以西，自北而南依次为衣锦坊、文儒坊、
光禄坊和杨桥巷、郎官巷、塔巷、黄巷、安民
巷、宫巷、吉庇巷，坊坊相连，巷巷相通，占
地约 38公顷；基本保留着唐宋遗留下来的
坊巷格局和大量明清古建筑，被誉为“明清
建筑博物馆”“城市里坊制度的活化石”。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自晋唐形成初始起，“三坊七巷”便可谓人
杰地灵，名人辈出。特别是明清以来，出将
入相锦衣华冠者不计其数。唐著名学者黄
璞，宋太宰余深，明礼部侍郎萨琦、明抗倭
名将张经，清台湾挂印总兵甘国宝、虎门销
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晚清重臣左宗棠、中
国船政之父沈葆桢，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

近代著名的海军将领萨镇冰、黄花岗七十
二烈士之一林觉民、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近代著名翻译家林纾、“一二·九”运动组织
者陈钜孙以及著名女作家百岁老人冰心、
民国才女林徽因、著名诗人郁达夫等等，这
些响亮的名字都曾与这里有过较深的交
集。

由于历史原因，“三坊七巷”一度面临
街区人口膨胀、环境恶劣、安全隐患大等一
系列问题，尤其在上世纪 90年代，城市建
设威胁着历史文化遗产的存活与风貌。
2006年至2013年，福州市按照“政府主导，
居民参与，实体运作，渐进改善”的指导思
路进行了“三坊七巷”的保护与修复。在一
系列保护措施的有力实施和多方协力推动
下，“三坊七巷”这一不可再造的古城景观
在城市核心区被留住。修缮后的“三坊七
巷”历史街区融居住、文化、休闲、商业、旅
游功能为一体，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快速发
展。资料显示，这里年接待游客破千万人
次，主营业务收入以亿元计。

夕阳西斜，走在“三坊七巷”幽深的小
路上，有如在时光的长廊里穿行，仿佛回到
了儿时的故乡，心静！心安！由此也联想
到，“老家河南”很多城市和乡村，在快速奔
向城市化、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尽可能多留
下一些能让人心静心安的去处。福州已经
做出了榜样！9

获嘉

“四个全覆盖”精准扶贫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袁楠 通讯员 杜家利 赵

含香）在获嘉县中和镇东小吴村一食用菌大棚内，100
多名工人在熟练地采摘着棒袋上的香菇。8月 15日，
贫困户孙士英感慨道：“感谢党和政府的扶贫好政
策，俺这么大年龄还能在家门口就业，不仅有工资还
有分红！”

这是该县产业扶贫全覆盖的一个缩影。今年以
来，获嘉县大力实施到户增收项目全覆盖、百企万户
全覆盖，通过入股分红、签订村企帮扶协议等形式增
加贫困户收入；实施金融扶贫项目全覆盖，深入推进
小额信贷助推脱贫攻坚“卢氏模式”政策，提高贫困户
扶贫小额贷款获贷率；实施农业产业化全覆盖，通过
对农业产业化的奖补，带动贫困户务工增收。

通过“四个全覆盖”，获嘉县贫困群众依靠扶贫
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已有3145户、11791人
脱贫。9

长垣

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基地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宋天飞

张威）8月 13日，长垣县恼里镇敬老院来了一群特殊
的“爱心志愿者”，他们是恼里镇的 11名社区矫正人
员。

“我感觉这种‘寓教于劳、以劳促教’的公益劳动
形式，更能让我的内心受到教育，更好地重建自尊和
自信。不仅服务了社会，还更有利于我尽快回归社
会。”社区服刑人员张东豪告诉记者，他已经来这“志
愿服务”8次。

据介绍，长垣县司法局以恼里镇为试点，去年 12
月在镇养老院挂牌了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恼里
镇司法所每个月都会抽一个周末，安排辖区内社区服
刑人员到敬老院进行公益劳动，目前已开展多次。

“在敬老院建立了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架起
了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缓冲带’。”恼里镇司法所所
长赵青说，为社区矫正提供了特定劳动场所，改变了
以往社区服刑人员的劳动较为散乱，难以形成规模
的状况；通过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活动，增强矫正
对象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增强了教育改造的
效果。9

红旗区法院携手京东

“互联网+”助力司法拍卖
本报讯（新乡观察记者 宋红胜 通讯员 刘涛

禹亚光）8月 15日，记者从新乡市红旗区法院获悉，该
院在全省率先与京东集团签署《“互联网+”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此举旨在加快智能法院建设，为网络司法
拍卖提供全流程、多维度服务。

红旗区法院执行局局长沈志勇告诉记者，协议包
含了“互联网+数据服务、仓储物流、辅助服务、金融服
务、推介招商、技术研发”等方面内容，将在法院司法
拍卖中为拍卖财产的询价、定价，标的物招商，寻找潜
在竞买人，动产保管和物流配送以及为买受人贷款提
供担保等方面提供支持，全面提高司法拍卖的效率以
及竞买人的拍卖体验。

京东集团资产管理部高级总监钟波说，使用手机
在微信上切换到“发现”界面，点击“购物”就能进入京
东购物，搜索“司法拍卖”，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
拍品的竞价。9

地方传真

长垣县公安局为卫华集团开通了周末“绿色通道”，在两天内办妥证照500余本。化玮 摄

他山之石

图为 纽科伦公司负责人将一面锦
旗送到长垣县办税服务厅，对他们提供
的优质服务表示感谢 王怡平 摄

福州归来
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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