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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解忧在基层

以案促改进行时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郭
建立）针对群众反映的村（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圈着围墙、办事遭遇“铁将军
把门”的问题，新安县选取了 188个村
(社区)进行拆墙便民亲民化改造。到
10月 23日，该县已有 150个村(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拆除围墙。

“这事看着不大，但围墙一拆，党
组织离群众更近了，服务更贴心了。”
新安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玉瑞说，拆
除围墙实现了党组织、党员干部对群
众零距离、全天候服务，真正让基层组
织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心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新安县提出用好“望远镜”

“放大镜”“凸透镜”“显微镜”，聚焦群
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想办法、
解难题，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

用好“望远镜”。该县坚持领导干
部带头，组织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采取
影视教育、理论研读、座谈讨论等方式集
中进行三次封闭学习；整合县内12个红
色资源和开放式组织生活基地，组织党
员干部赴附近红色教育基地参观；集中
组织观看戏曲《重渡沟》、电影《焦裕禄》。

用好“放大镜”。该县结合中央精
神和地方实际，明确了整治形式主义、
整治机关党建“灯下黑”等 10个专项
整治行动；扎实开展“旧账清零”行动
及“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行动。同
时，将整改落实情况向群众通报，过程
请群众监督，效果让群众评判。

用好“凸透镜”。该县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着力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文化繁荣兴盛、抓
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用好“显微镜”。该县根据领导干
部分工及分包联系乡镇情况，扎实开
展“千村万户大走访”活动。目前，全
县领导干部共走访入户 3080户，搜集
问题意见 368 条，排查确定软弱涣散
党组织 15个；确定县级领导干部调研
课题 39个，建立检视问题清单 32个、
立行立改清单32个。

“照镜子要四面都照，睁大眼睛
看，往深处照，往细处照。”新安县委书
记宗国明表示，要通过主题教育，把问
题找全，把根源挖深，把原因找准，把
病根找透，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
心里走、往实里走，推动新安各项工作
再上新台阶。③8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河南是农业大省，也是农村人口
大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
用，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村级权
力有效监督，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中显得尤为重要。以案促改工作
开展以来，全省各地积极推进以案促
改向乡村延伸，打通全面从严治党

“最后一公里”，约束“微权力”，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保障。

用好“活教材”常敲“警示钟”

“这些典型案例都是老熟人，触
动太大了。”郑州市惠济区的一次“廉
洁教育村村行”活动现场，通报了法
院对原村民组长武某某的判决书和
该村近3年来的信访举报和廉政分析
报告，参会的村干部个个神色凝重。

以案促改，“案”是根本。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坚持做好做足“案”的功
夫，选取征地拆迁、虚报冒领、优亲厚
友、挪用侵占等发生在基层的典型案
例，组织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剖析，对
照检查，常敲廉政警钟。

郑州市纪委书记周富强表示，瞄
准“村级权力有效监督”，坚持“三不”
一体推进，在实践中拓展整治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努力从具体人、
具体事着手。

“有村办企业的村组，都要结合
典型案例全面自查，看是否也存在私
设小金库等问题……”在长葛市后河
镇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上，镇党委
书记朱华甫说。像这种面对面教育、

点对点提醒的场景，在各县区和乡镇
已成为常态，这也是我省以案促改向
基层延伸的缩影。

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社区是该
市的以案促改示范社区。不久前，记
者走进社区廉政教育基地，看到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展厅里大量廉政图片、
视频音频资料，既有反面案例，也有
正面典型。

有“病”早治疗，无“病”强筋骨。
以案促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创新警
示教育载体，注重发挥身边“活教材”
的警示作用，编写涵盖案情、点评的
典型案例，作为基层干部的“案头
书”，有的地方还以典型案例为蓝本，
拍摄了一系列微电影，在村（社区）巡
回播放，增强基层干部的“免疫力”。

“靶向”式整改破除发展壁垒

“每季度开展一次评议，最差的
授予‘不作为黑旗’”……8月 1日，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荥阳市启动

“中梗阻”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对干部
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正
之风进行集中整治。

该市成立7个调研小组，深入基层
群众、厂矿企业、在建项目，紧盯重要岗
位和关键环节，收集梳理了9类重点问
题开展专项治理，让慵懒散软、为官不
为的“中梗阻”现象彻底没有市场，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营造良好氛围。
“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

时，一些基层干部在新型城镇化推
进、征地拆迁补偿、工程项目建设过
程中优亲厚友、以权谋私、贪占冒领，
不但使重点项目受阻，群众更是怨声
载道。”郑州市纪委副书记葛震远
说。郑州在全市全面推开“廉洁教育
村村行”，由区纪委搭台，“纪委+镇
办”共同登台唱戏，依托镇情、村情、
廉情，用见人见事的提点敲“麻骨”、
消除廉政教育的末端“盲点”。

许昌市聚焦政商交往领域开展
以案促改。针对政商交往中亲而不
清、清而不亲等问题，该市以构建亲
清新型政商关系为切入点，推进政商
交往领域以案促改，服务保障“四个
一百”专项行动，破除影响民营企业
发展壮大的屏障和壁垒，营造良好政
商环境。前不久发布的《河南社会治
理发展报告》显示，许昌市已经成为
全省乃至中部地区最适合投资的地
区之一。

“改”上下功夫 架起“连心桥”

“全体村民，现就七圣泉水厂项
目联合经营征求意见……”6 月 25
日，襄城县湛北乡七里店村广场的电
子大屏幕上显示出村务微信群的内
容，村民们在群里热烈讨论着。

坚持以“案”为基础、以“促”为关
键、以“改”为目标，全省各地进一步健
全基层权力规范运行机制，持续推行

“阳光村务”和村干部“双述双报双评”
全覆盖，推动基层干部作风整体好
转。通过以案促改，很多像七里店村
一样的昔日软弱涣散村，如今都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村、“四强”村，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许昌市纪委书记方婷介绍，为推
进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许昌市纪
委监委研究出台了《关于推进村（社
区）以案促改制度化常态化的实施细
则》。“细则中明确了工作原则，压实
了县、乡、村党组织责任，严格了步骤
程序，村（社区）以案促改效果明显。”

如何杜绝“边改边犯、改了又犯”
的现象，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
位，全省各地在实践中不断积极探
索，积累宝贵经验。

巩义市以以案促改为契机，制定
出台《小关镇村级财务管理办法》；郑
州市上街区整合 59个村（社区）监委
会力量，组建联合监督组，督改小问
题、回应小诉求，不断改善党群干群
关系；登封市每个行政村成立村级党
风廉政监督队伍，指导村监委会工
作，开展廉政宣传……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干部
很关键。推进以案促改向乡村延伸，
就是为了使乡村干部常念‘紧箍咒’，
明底线、知戒惧，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党的利民政策
在基层落实落地，使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家园。”省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③4

□本报记者 杨凌

前不久，郑州市经六路人行道上
新修的“城市跑道”赢得辖区居民交口
称赞，这是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党工委
征询居民建议后专门铺设的……近
来，生活在郑州的人们惊喜地发现，周
边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了，小区越来
越整洁了，城市环境也越来越美丽了。

以推进城市“四治”为重点，以城
市有机更新为突破，用绣花精神建好
管好家园，努力实现城市“序化、洁
化、绿化、亮化”，全面展示“郑中心”
的崭新形象。郑州市民正拥有更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城市“四治”塑造现代
城市新风貌

要把环境治理落到实处，重点在
治污、治堵、治脏、治差。通过开展城
市“四治”，省会郑州的老百姓日子越
过越舒心。

围绕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
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四个调整”治
污。目前郑州市已新（改）建热力站
475 座，新建污水管网 961.64 公里，
综合管廊、清洁取暖、海绵城市等国
家和省级试点有序推进。

通过打造更加完善的交通路网，

治堵取得良好成效。轨道交通通车里
程已达141.5公里，地下“十字＋环”网
络成形；中心城区“两纵两横两环”快
速路网体系即将建成投用；开通城市
公交线路335条，站点覆盖率90%。

治差方面，以构建15分钟生活圈
为目标，集医疗、文化、健身、居家养
老、商业网点、行政服务于一体的高
质量生活服务平台正在成为老百姓
实实在在的体验。

有机更新增加城市发
展内涵

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帮助城市
实现脱胎换骨的改变，既是现实需
要，也是百姓所盼。

近日，老旧小区改造成为郑州市

民热议的话题。事实上，早在 3 年
前，郑州市就已经启动这项事关民生
的工作，多个老旧小区发生“蝶变”。

桐柏路街道怡馨家园社区，居民自
筹828万元加装电梯23部，人们再也
不用为爬楼梯烦恼；在三官庙街道，
130户居民自筹资金260万元安装了
集中供暖设施……据统计，郑州市内五
区已有1833个老旧小区纳入整治提升
计划，目前已完工47个，正在施工269
个，年底前有望完成改造1033个，市民
的居住小区环境将变得更加舒适。

按照从“以车为本”向“以人为
本”转变，从“工程设计”向“人文关
怀”转变的理念，支路背街综合整治、
主要道路示范街道整治提升也在抓
紧进行，不久的将来，一个更好更美
的家园将呈现在郑州市民面前。

精细化管理构建美好
生活环境

四周围挡设置绿色草皮并安装喷
淋设备；进出车辆自动冲洗……10月
23日，在郑州市金水区一处施工工地，
记者看到这样一道亮丽“风景”。

2018年，郑州市全面启动城市精
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努力打造基础设施
功能完善、市容环境整洁规范、街道景
观典雅有致、管理服务智慧快捷、安全
文明法治的城市环境，取得明显实效。

在郑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中
心，大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多条道路
的实时场景。“郑州是全国第一个提出
以自然路段进行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城
市，目前全市9392条道路全部纳入数
字化平台。”该中心负责人介绍。

借力“云端”，通过路面监控、卫
星定位、大数据，让信息多跑路，让管
理更有效，郑州路长们的工作正变得
越来越得心应手。目前，“路长制”已
覆盖全市，2556名路长已经成为郑州
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绣花针”。

以“路长制”的实施为抓手，郑州城
市精细化管理的水平不断提升，市容环
境干净整洁、城市亮化流光溢彩……一
个有着强大吸引力、竞争力和无限魅力
的“郑中心”正徐徐走来。③9

新安：“四面镜子”照问题解难题

约束“微权力”助推乡村振兴

“郑中心”匠心铸就城市品质

本报讯（记者 曾鸣）10月25日，第
二十一届中国中部农业博览会在长沙
开幕。作为重要的农业大省，此次博览
会河南共有31家农业企业组团亮相。

杞县大蒜、兰考蜜瓜、新郑大枣、淅
川软籽石榴……在中部省际馆的入口
处，河南馆抢占“C位”，约 300平方米
的馆内，琳琅满目的特色农产品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品尝购买。

记者获悉，本届中部农博会我省
展览展示围绕绿色、品牌，突出河南特
色，从 400个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目
录中，挑选出与湖南特色农产品具有

互补性、市场潜力大的企业产品参
展。本次展会将持续至 29日，在展会
期间还将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宣传推介、促销活动。

本届中部农博会以“绿色与品
牌·交流与合作”为主题，为农业发展
搭建好平台，充分发挥农博会展示、展
销、引导作用，重点引领农产品品牌营
销、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产品产销对
接、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巩固农产品品
牌建设和脱贫攻坚成果，绘制未来农
业农村发展新蓝图，打造高品质农业
交流合作和贸易洽谈平台。③9

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农业博览会开幕

河南农产品组团大放异彩

10月 25日，2019河南（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上，工作人员正在展示
包装精美的水果。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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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中原秋

漯河市河上街古镇内，金黄的白蜡树、紫红的紫叶李及其他各类植物把园区装扮得绚丽多彩（10月 25日摄）。深秋时节，众多游客来到河上街古镇赏秋
景，感受秋天之美。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林
冲）10 月 25日，2019 河南(郑州)国际
现代农业博览会颁奖典礼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大会共颁出了优质产
品金奖、最佳产品展示奖、优秀参展企
业金奖等三大重要奖项。

2019 郑州农博会顺应乡村振兴
战略需求，以“新产品、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为主题，共设置农业高新
技术、优质农产品、休闲农业及乡村旅
游、海外农产品等 10多个展区。组委
会历时近一个月，对参展的近 400家
企业以及上千种产品进行了评选，共
评出16个优秀参展企业金奖、13个优
质产品金奖、1个最佳产品展示奖。

获得优秀参展企业金奖和最佳产

品展示奖两项大奖的河南卫华农场有
限公司，在展会上展示了种类齐全的
优质绿色农产品，围绕展台布置的盆
栽蔬果尤其吸引眼球，引得逛展市民
竞相购买。获得优质产品金奖的长垣
县朝东绿豆制品作坊生产的红薯粉
条，面对市民的抢购，进行了多次补
货。获得优秀参展企业金奖的洛阳钊
隆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是首次走出大山
参加展览会，带来的中药羊肉在开展
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

上海泰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郑州农博会不仅采购商多，
而且参展产品种类齐全，既便于同行间
学习交流，还能促进产品的销售模式转
型升级，泰缘明年还要继续参展。③9

郑州农博会三大奖项各归其主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0月 25日
上午，由省委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第
81期厅级领导干部经纬讲坛在郑州举
行。中央党校教授赵绪生受邀就新修
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
称《问责条例》）进行专题解读。省直
和中央驻豫各单位厅级干部、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等 400
余人现场聆听了报告。

赵绪生说，《问责条例》根据全面
从严治党的新实践，在 2016年 7月制
定的问责条例基础上进行了较大幅度
的修订，进一步健全完善问责的原则、
内容、程序和方式等，提高了党的问责
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报告
中，他从修订《问责条例》的背景及其
意义、领会《问责条例》新内容新精神、
贯彻《问责条例》要求压实问责等三个

方面，系统解读了《问责条例》。报告
清晰凝练、深刻透彻，联系实际、深入
浅出，有针对性地为大家解疑释惑，对
于推动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
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具有重要意义。

省委直属机关工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这次报告会为契机，认真学习
贯彻《问责条例》，解决好问责不到位、
程序不规范、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
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把制度
的刚性立起来，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领导干部增强责任心、落实责任制、种
好“责任田”，把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引向
深入，在省直机关持续营造学的氛围、
严的氛围、干的氛围，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③6

第81期厅级干部经纬讲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