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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城“党建+”激发新动能
□本报记者宋广军通讯员王丽飒王路展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省卫生健康委

抓好整改落实 让群众看到真变化

省人社厅

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省法院

以优质高效的审判赢得群众认可

习近平对四川长宁6.0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仲夏时节，襄城县城乡一派欣欣向

荣、热火朝天的景象：一排排新建的蔬菜

大棚里散发出泥土的芳香，成片的果园里

挂满了果实；农民在田间辛勤地劳作着，

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拉运蔬菜的汽车

川流不息，把无公害蔬菜销往全国各地；

循环经济园区里更是机声隆隆，一个个新

项目正在飞速建设……

大力实施“党建+”模式，坚持党建引

领。该县将“党建基因”植入乡村振兴、

干部教育、基层治理等全方位、多领域的

工作中，在襄城这片沃土上形成了“点亮

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蓬勃之势。唱响

了“党建+”新模式之歌，铺开了“党建+”

模式下的“人、村、社”共发展新格局，为

襄城县的跨越发展蹚出了一条新道路。

“党建+经济”让乡村旧貌换
新颜

“因为油菜花节，俺这儿的民宿产业也

算是打出了名号，现在不管啥时候，周边县

里的人都会来这玩，说俺这环境好像世外

桃源，俺村现在也是明星村了。”6月12日，

在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提到村里的民宿，

“老石匠之家”的房屋主人王黑孩自豪地说。

像雷洞村这样的明星村，在襄城县还

有很多。这些明星村结合各村的自然条

件、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农民素质等

情况，盘活现有资源、发挥自身优势、开拓

创新思路、融合多种模式，由此衍生出了

北姚村的“旅游文化”、雷洞村的“民宿建

筑”、姜庄乡石营村“路肩经济”等多个闪

亮标签。这些成绩的取得，党建工作“功

不可没”。

在党建引领下，襄城县把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作为组织部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基础工作和基层党建的“牛鼻子”工

程，县委成立集体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织

部组建工作专班，落实专职人员、办公场

所、工作经费，全面负责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的统筹协调工作。同时，结合各村的自

然条件、经济基础、资源禀赋以及农民素质

等情况，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资源，选准集

体经济发展的路子。在运营模式上，采取

公司化运营，遵循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用市

场的办法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保

证了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集中发力、集中攻坚，襄城县村

集体经济呈现新气象，逐步形成了一村一

公司、一村一产业的良性发展格局，村集

体经济“百花齐放”，村民富了、村庄美了，

集体有钱给群众办事了、村干部工作有底

气了，真正助推了农业转型、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号召力。

“党建+教育”提升为民服务能力
水平

在职自学、集中授课、基层教学、学员

论坛、异地培训、专题式培训、研讨式培

训、调研式培训……点击襄城县干部教育

培训工作“关键词”，创新之风扑面而来。

“全县干部培训是提升领导干部素质能力

的基础性、前瞻性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还需继续努力奋进，需以更实的举措

武装头脑，更新的理念解放思想，更大的

力度提升素养……”在“领导干部上讲台”

专题培训班上，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对干

部教育培训提出专门要求。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马丙宇 见习记者刘亚
鑫 通讯员卞瑞峰 马啸）7天完成720亩

的征地补偿；700天完成96栋2050套住

宅楼及社区配套全面竣工；10天完成

1676户居民旧房面积、人口认定、户型需

求三精准；100天完成社区公园建设；7天

实现95%的群众签约搬迁拆旧协议书；搬

迁启动当天完成1200户5300人的入住规

模……数字是枯燥的，但这却是原阳县官

厂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真实反映，该县

在迁建过程中跑出了“原阳速度”，打造了

“原阳样板”。

6月18日，原阳县委书记郭力铭谈及

官厂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的经验时表示，

党员走在前，迁建就不难。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涉及九龙泉村、

回回营村、冯厂村等8个村庄，1676户

6264人，总建筑面积35万多平方米，总投

资9.5亿元，是我们重大的民心工程，也是

滩区群众盼望已久的民生大事。”官厂镇

党委书记刘双银说，“迁建过程中，我们充

分发挥‘党建+迁建’的优势，依靠广大党

员干部，始终让党旗飘扬在迁建一线。”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

在迁建动员中，8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嘴上不同意，心里更没底。三合庄村党支

部书记娄元杰告诉记者，不同意迁是因为

有现实原因，村里的群众大部分建起了

“两层半”的小楼，都装修入住了，群众都

感觉建的楼房也没咱现在的好，就宁可守

着自己的小日子。

要想让群众想得通，党员干部就得思

想先做通。官厂镇党委派出工作组，以三

合庄村“两委”党员干部为基础，通过讲政

策、去观摩、算细账，做通了该村党员干部

思想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由迟疑

到理解再到支持，很快8个村就完成了迁

建的前期准备工作。5月30日，8个村的

群众开始搬迁入住新社区。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在迁建的老房补偿中，吕庄村的群众

都把目光锁定在村委主任谷金玉身上，因

他家在2012年盖好了两幢三层小楼，连盖

房带装修，前前后后花了110多万元。可

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他直接赔了五六十

万元。

房子面积测量后，谷金玉妻子说，咱

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看看能不能

多赔点，要不咱太亏。可谷金玉却找到

副镇长黄新胜说，咱是党员，咱不吃亏谁

吃亏，家里的工作我来做，人家怎么补我

就怎么补，我不能让镇党委作难。群众

听到了谷金玉的表态，全村120多户顺

利搬迁。

记者在官厂镇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柳

月湾社区看到，住宅楼拔地而起，每幢楼

户都装有电梯，每户都达到“精装修”，天

然气、宽带入户，天然气热水器、抽油烟

机、橱柜都已安装到位，空调、窗帘等一应

俱全，群众真正达到“拎包入住”。小区的

道路平整明亮，各种各样的绿化树种满了

小区，路灯、学校、幼儿园、社区医院、超市

等配套不比城里差，在平地上建起了一个

生态宜居小城。

从迁建动员到搬迁入住，从土地流转

到产业落地，每一个环节都是党员干部冲

在前、拼命干，就是党员干部的拼劲、冲

劲，换来了群众的一张张笑脸。91岁的

王金凤老人有了自己宽敞明亮的房间，她

说：“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咱真过上了。”

本报讯（记者李政）6月11日，省

卫生健康委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落实党中央和

省委关于主题教育的决策部署，动员

安排我省卫生健康委主题教育工作。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

全程说，要辩证理解、精准对标，结合

卫生健康工作实际和党员干部思想

实际，在找准出发点、着力点、支撑点、

落脚点、底线上下劲用力，确保每一

个方面都取得看得见的成效。要把

牢坚定信仰这个出发点，在强化理论

武装上取得新进展；把牢对党忠诚这

个着力点，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

党的建设高质量上取得新进展；把牢

扎根群众这个支撑点，在为民服务上

取得新进展。要准确把握中央精神，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

改落实这四项重点措施贯穿全过程，

坚持学做结合、查改贯通，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预期效果。要着力抓好学

习教育，让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

声音在卫生健康系统扎根；着力抓好整

改落实，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本报讯（记者杨青）6月14日至16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省人社系

统脱贫攻坚培训暨现场推进会在淅川

县举办。省人社厅厅长刘世伟在会上

说，作为攻坚克难的关键一年，2019

年要以更顽强的意志、更明确的思路、

更精准的举措和更务实的作风，坚定

信心、攻坚克难，为高质量打好打赢我

省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为2020年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通报表扬了全省人社系统

2018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洛阳市、信阳市、淅川县、

叶县、封丘县作了脱贫攻坚先进经验

介绍。各省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分管人社扶贫的负责同志，人社

扶贫工作人员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本报讯（记者焦莫寒）6月18日，省

法院机关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集体活动，省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胡道才和班子成员、厅级干部、审委

会委员及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观看了大

型历史纪录片《初心永恒》，接受红色教

育洗礼。随后参观了河南廉政文化教

育馆，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感

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河南廉政文化教育馆大厅悬

挂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前，省法院常务

副院长王树茂带领全体人员面对党

旗，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在“廉政思

想”“廉政制度”“廉政人物”“廉政故

事”“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等

展区，大家停下脚步，细细研读，深有

感触。大家纷纷表示，人民法院肩负

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使命，人

民群众对法官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

求，法官在工作中必须清正廉洁，刚

正不阿，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以优质

高效的审判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

本报讯（记者田明）6月18日，记者从

团省委获悉，近日“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推荐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据了解，本届“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推荐评选工作将在产业振兴、产

业融合、脱贫攻坚三类模范中评出120名

代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10名全省“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此项工作旨在选

树一批返乡创业扎根农村、带领群众增收

致富、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在“春雁行动”

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农村青年典型。

本届评选工作由候选人申报、资格审

查、会议评审、公示等四个环节组成。获

奖人员将通过印发表彰决定、颁发荣誉证

书等方式予以表彰。

此外，团省委还结合本届“河南省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候选人推荐工作，通

过开展“奋斗的青春最美丽”“青春出彩河

南人”等获奖者事迹分享活动、运用各类

媒体宣传获奖者创业故事等方式，传播青

春正能量，弘扬创业创富精神。进一步引

导广大农村青年为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

村经济作贡献，努力开创我省乡村振兴新

局面。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殷广
华）近日，共青团中央联合有关部门命名

了2017-2018年度全国青年文明号，漯

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喜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这是漯河

市此次被命名的唯一一个集体，也是秩

序管理大队第三次获得国家级荣誉。

据悉，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秩序管理大队始终坚持“疏堵保通、纠违

治乱、服务群众”工作目标，勇于担当，忠

诚履职，扎实开展交通管理勤务，积极纠

正各种交通陋习，推动了市区交通管理

水平全面提升。目前，该大队有民警28

名、辅警330名，担负着市区全部主干道

路的交通秩序管理工作。

大队成立以来，共涌现各类好人好

事22200余起，接群众表扬信、锦旗850

余次，返还钱包、身份证件、银行卡等物

品共计300余件，返还现金7万余元。

大队先后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学雷锋

活动示范点”，先后获得“全国五四红旗

团支部”“河南省青年文明号”等殊荣。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 通讯员陈贯
宇）6月18日上午，许昌市举办2019年

食品安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宣布许昌

市2019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据了解，该市食品安全宣传周筹划

安排了十二项主要活动。许昌市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田德海表示，

通过宣传周活动，把许昌市委、市政

府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传递出去；把各部门强化监管、严厉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成果

展现出去；把尚德守法、诚信经营的

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意识弘扬出

去；把人人参与、共治共享食品安全

的社会共治理念宣传出去。

6月 18日，虞城县

田庙乡刘杨庄村油桃园

里，淘宝村播在直播销

售油桃。该县把电商扶

贫作为行业扶贫的一项

重要内容，累计培训培

育各类电商人员近万

人，农产品网上交易额

3.7亿元。王支援摄

原阳 党员走在前 迁建就不难

“河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评选启动
漯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

荣获“全国青年文明号”称号

虞城
电商扶贫
直播售桃

据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 北京时间6

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

6.0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截至目前，地

震已造成13人死亡、158人受伤、14万余人受

灾，部分水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全力组织抗震救灾，把搜救人员、抢救

伤员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少伤亡。解放军、

武警部队要支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

作。注意科学施救，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

次生灾害，尽快恢复水电供应、交通运输、通信

联络，妥善做好受灾群众避险安置等工作。当

前正值汛期，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引发

洪涝、滑坡等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相关地区党委和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许昌市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让食品安全“走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