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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监督责任清单让派驻监督更有力
今年以来，沈丘县纪委为解决派驻监督聚焦

不准、力量发散的问题，探索制定监督责任清单。

清单围绕重大节日、“三重一大”等，根据被监督部

门和人员行业性质、岗位特点分类施策，规划常态

监督、专项监督。凡清单所列项目都挂图作战，落

实不到位不放过，到点验收，整改不过关不放手。

今年以来，全县15个纪检监察组开展监督检查

62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11个。 （刘建涛）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以合规经营为底线推进

从严治行
今年以来，农发行获嘉县支行紧紧围绕

上级决策部署，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彻底转换

工作思路，切实增强担当意识、合规意识，以

提质量、增效益为中心，凝心聚力、齐心合力，

全力营销中长期贷款，支农资金筹集保持稳

中有增，全面推进从严治行，提升内控合规管

理水平，开创获嘉县农业政策性金融支农新

篇章。 （袁晓玮）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自我检查民主生活会
近日，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自我检查民主

生活会。领导班子成员和员工对照检查自我批

评，对自己存在的突出问题不遮掩、不回避，相互

批评一针见血，真正做到了“红脸出汗”。大家表

示，将以此次民主生活会为契机，进一步改善工作

作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做好本职工作，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张其有）
惠济区薛岗小学开展少先队优质课评选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

童和少先队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少

先队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

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日前，郑州市惠济区

薛岗小学开展了少先队活动课微课展示评比活

动。 （李勤）

惠济区薛岗小学校长讲思政课
日前，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李鹏上了一堂精彩的思政课——《学党

史 强信念 跟党走》，让学生们受到了一次深刻

的党史教育，进一步奠定了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人

生价值观、勤奋学习积极向上的思想基础，争做

新时代“红”少年。 （李勤）

外出学习拓视野凝心聚力谋发展
4月9日上午，郑州市惠济区杜庄小学的青

年教师们来到商鼎路小学，参观学习该校习惯

养成教育的经验。通过本次的参观学习，杜庄

小学的教师打开了新的教育视野，这也是学校

管理团队“请进来、走出去”战略的又一重要实

践。 （孙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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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晚，福彩双色球第2021038

期开出头奖32注，单注奖金为550多

万元，花落12地，其中河南彩民收获1

注，出自郑州市中原区董寨路威尼斯水

城附近的41011093福彩投注站，再现

大奖福地。

从河南省福彩中心了解到，大奖彩

票采用5胆28拖1蓝投注，票面投注金

额为56元，除了命中当期一等奖外，还

命中其他奖项，共揽奖金558万多元，

这也是今年河南彩民收获的第16注双

色球大奖。

4月12日，大奖得主郑州的何先

生（化名）就来到省福彩中心兑奖。

“真的是没有想到，中大奖啦，还是很

突然的。”何先生说，他购彩多年，平

时钟情于福彩，也对福彩公益事业有

一定的了解，这也是他一直购买福彩

的原因之一。长期的购彩经历，何先

生也有自己的购彩习惯，一般他都会

自己选号，参考开奖号码走势图，或

者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候也会守号

一段时间。“重在参与，过程是有趣

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双色球558万元

大奖，何先生表示，很惊喜，中奖彩票

的号码是他第一次根据走势图挑选

的，其中也有自己喜欢的数字，“本想

着守号一段时间，没想到第一次购买

就中了大奖，太幸运了。”此外，对于奖

金的使用，他表示会做点生意，合理使

用奖金。 （豫福文/图）

郑州彩民喜领双色球
558万元大奖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通讯员李
鹏飞）4月12日，记者从漯河市科学

技术局获悉，为进一步增强服务意

识，优化营商环境，着力解决科技企

业创新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该

局自4月1日起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走亲连心”服务企业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深入宣传

国家、省、市科技创新政策，针对企

业急需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政策、企业研发补助政策、市政府

科技奖励政策等进行详细的讲解

和说明，并掌握2021年度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培育工作开展情况。

此次活动开展前夕，漯河市

科学技术局已列出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按照

“分包县区、分片负责、覆盖全市”

的原则，以县区为单位，开展走访

调查摸底。截至目前，该局 6个

服务组已分赴各县区走访企业

130多家，收集意见建议80多条，

已解决30多条，受到企业的欢迎

和好评。

“我们要了解掌握科技企业上

年度创新工作开展情况和在创新

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摸清企

业创新工作打算和对科技部门的

需求和建议，切实掌握科技企业技

术需求信息，及时帮助解决企业反

映的紧迫问题，为企业创新发展保

驾护航。”漯河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效国强说。

本报讯（记者冯佳志 通讯员吴
昆）“称尊长，勿呼名，对尊长，勿见

能……”4月10日上午，博爱县金城

乡西邱村党建综合体的农民培训学

校里又响起阵阵稚嫩而洪亮的诵读

声。这是西邱村开设的“周六辅导

班”，每逢周六，村里的20余名孩子都

会聚集在这里，学习国学文化，练习

汉字书法。

“周末孩子们放假在家，为帮助

家长解决因工作忙而无法照看孩子

的后顾之忧，今年春节过后，我们专

门聘请了一名退休教师，利用农民培

训学校，每周六上午，免费为孩子们

进行教育辅导，孩子们学国学、练汉

字，一起学习进步。”村党支部书记梁

小俊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去年以来，西邱村党支部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逐步建成了集便

民服务、文化活动、教育培训、村民议

事等功能于一体的党建综合体。“周六

辅导班”的成功举办，仅仅是党建综合

体有效运用的一部分。实用技能培

训、广场舞表演、篮球比赛等活动的开

展，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让

群众有了一个休闲娱乐、学习的好去

处。

“下一步，我们不仅要用好、用活

现有的党建综合体各种功能，还要进

一步扩大服务功能，利用空心村整治

的有利时机，在这里再建一个老年幸

福院，让我们的服务更全面、更完善，

让老年人安享晚年。”梁小俊指着村

委会周边一处废弃宅基地说。

本报讯（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

刘理政张瑜）“办事效率这么高，多

个审批项目数个小时便集中办

好。在政数中心办公的9个单位，

对项目开通‘绿色审批通道’，优化

审批程序，实行联审联批，加快审

批速度，为我们企业发展赢得了更

多时间。”4月8日，在镇平县投资

发展的北京华信鼎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说。

主动上门服务、靠前服务、现场

办公、联审联批的“绿色审批通道”

服务模式，是镇平县围绕重点建设

项目着力推行的全程跟踪跟办保姆

式服务模式。该县变被动审查为主

动服务，给重点建设项目当好“服务

生”，定期举办项目集中联审联批现

场会。同时以便民利企为出发点，

积极推行“把门问效”服务模式，组

织专门力量下沉政务服务大厅，通

过与来大厅办事的群众或企业代表

面对面交流，了解办事过程中流程

设置有无问题、工作人员业务熟练

程度、工作态度有无问题，征询其他

意见建议，努力为企业、群众提供多

渠道、有速度、更安全的政务服务，

吸引更多项目落户镇平，为全县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

目前，该县政务服务大厅日接

待问询办事群众达3000多人次，

事项承诺时间提速率由60%提高

到80%以上，企业网上可办率达

100%，全程网办接待率达98%，企

业好评率100%。

本报讯（记者宋广军通讯员

宋鹏飞 张旭）“真是感谢咱们镇

党委、镇政府，为我们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小区最后一栋安置房

可以挖地基啦！项目顺利得以

实施……”4月9日下午，襄城县

库庄镇政府机关院内，该县成建

万家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广收

一行三人，将一面“情系企业政策

到位，为企业排忧解难”的锦旗送

到镇纪委书记柳聚磊手中，感动

不已。

成建万家小区是襄城县棚户

改造区项目之一，项目区内个别

户一直对拆迁政策理解不深、掌

握得不透，拆迁改建项目迟迟无

法顺利完工。库庄镇党委、镇政

府组织工作小组深入住户家中，

积极开展拆迁政策宣传和思想动

员工作，征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为减少因拆迁对群众生活造

成的影响，该镇提前统筹安排，在

别村近处租赁小院房屋免费安置

拆迁户，并协调联系搬家公司帮

助搬运物品，让拆迁户顺利过渡

安置期。同时，深入企业排查问

题症结，树立“有解思维”，统筹协

调县直职能部门，积极营造亲商

营商环境，有力地推进城建项目

顺利实施。

为成建万家企业排忧解难是

该镇开展学党史、办实事活动的

一个缩影。动员会召开以来，库

庄镇按照中央和省市县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的要求和部署，

坚持将学党史办实事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带领镇村党员干部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坚持读原著、

悟原理，重点抓好为民办实事活

动，拿出奖补资金，引导各社区

“两委”干部发动群众修建宅前

路，持续推进空心村治理活动，加

大危房拆扒力度，有序推进农村

宅基地治理规范活动。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 通讯员谢辛

凌刘润琪）“我向村里的廉情监督信息

员反映的道路狭窄问题很快得到了解

决。道路变宽了，出门更方便了，村里

的环境变美了。”4月12日，沈丘县周营

镇纪检监察干部回访赵庄村时，村民王

翠翠说。

原来，从S329省道周营镇的王寨

村通往赵庄村的南北水泥村道长600

余米，宽度仅有3.5米。由于道路狭窄，

多年来，机动车无法会车，全村400多

户村民日常出行十分不便，被当地群众

称为“窝心路”。看着反映群众一脸愁

容的样子，村里新换届上任的廉情监督

信息员王长伟按照程序及时向镇纪委

纪检监察办公室递交了反映问题“清

单”。镇纪委纪检监察办公室“接单”

后，便很快向该村“两委”下发了问题整

改督办意见书。

该村“两委”接到镇纪委下发的问

题整改意见书的当天，迅速召开党员

干部会议，研究制订问题整改落实方

案，并以践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为契机，村党支部书记郭

彩华带领村“两委”干部分头到村民家

中进行宣传发动。经过一番深入细致

地思想动员，道路两侧的8户村民无

偿让出田地，使得道路加宽1米用地

的难题迎刃而解。得到村民同意后，

村“两委”干部全员上阵，连夜雇用挖

机开工挖槽，进行加宽整修这条狭窄

道路，并结合实际在原有道路两侧用

预制好的楼板进行了硬化。仅用一天

时间，扩修加宽了这条长600余米平

坦村道，方便了周围2000多名村民的

出行。

“多年的狭窄路加宽硬化，解决了

群众多年的心病，增进了干群之间的感

情。我们镇纪委要持续紧盯群众关心

的问题，以解决问题赢得群众的信任、

理解和支持，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

公里’。”该镇纪委书记赵旭说。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通讯员

曹良刚何世伦）4月6日，在商城县

赤城街道办事处三里桥社区朝阳

小区的改造现场，机器轰鸣，施工

队正将原路面上的稀泥巴挖走，重

新铺上麻沙。

“这个小区有近500户居民，

小区水电线路老化，地势低洼、高

低不平，电线杆挡在路中间，各种

线路像蜘蛛网一样，群众出行不方

便，也不安全，是典型的老旧小

区。”该社区党支部书记蔡正尧说。

据了解，该小区改造提升项目主

要内容有：小区内部道路铺柏油路

面，小巷路面铺透水砖，还提升改造

基础设施，预计工程投资540余万

元，改造完成后，强电、弱电线路全部

入地，拆除电线杆，小区面貌将会焕

然一新。

据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

组书记、局长穆正松介绍，该县

2019年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

投资4700余万元，涉及住户1260

户，目前已完工；2020年6个改造

项目共投资6700余万元，涉及住

户2300余户，目前正抓紧施工，预

计6月底全部完工；2021年9个改

造项目，目前正在设计，涉及住户

2700余户，计划投资6670余万元，

预计6月底7月初动工。

“我们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中，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

造，切实解决老旧小区建筑物和配

套设施破损老化、市政设施不完善

等问题，努力实现改造后小区道路

平整、设施配套、环境干净整洁的

目标，使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条件

和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显著增

强。”该县县长周哲说。

本报讯（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王
广辉李河新）“以前葡萄秆除了少量

用来烧火，大部分都堆在路边渠边成

了垃圾，现在有人收购，既改善了环

境，又增加了收入。”4月7日，鲁山县

辛集乡正旺新能源收购站，正在卸车

的脱贫户董艳丽说。

近日，在鲁山县辛集乡境内，每

天都有三四十人开着三轮车到道路

两侧、河塘沟渠边清运葡萄秆、树枝

等。

辛集乡是远近闻名的葡萄种植

大乡，全乡葡萄种植面积1万余亩，每

年修剪的葡萄秆有1.5万吨。这些葡

萄秆除少量自用外，大量被废弃在田

间地头、道路两侧、河塘沟渠、房前屋

后，严重影响了人居环境，干部群众

非常苦恼。

辛集村党支部书记李红彬得知

作物秸秆可用来发电后，立即与位于

鲁山县张良镇的北京首创生植物发

电公司联系，并签订了收购协议。据

测算，仅葡萄秆一项，每斤8分钱，按

每亩3000斤计算，辛集乡全乡可增

收240万元，可安排100余人就业，年

人均增加收入两万余元。

目前，辛集、郝村、高村、漫流、史

庄等附近5个村庄40余人专门在乡

域范围内收运作物秸秆，已收运1000

多吨，不仅解决了秸秆无序堆放问

题，改善了人居环境，还增加了群众

的收入，可谓一举多得。

博爱县金城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周六辅导班”开班了

漯河市科学技术局走进科技企业

“走亲连心”解难题

鲁山县辛集乡秸秆变废为宝

葡萄秆可以发电啦
镇平县开通“绿色审批通道”

当好重点项目“服务生”

沈丘县赵庄村加宽狭窄路

“窝心路”成“连心路”
商城县改造老旧小区

老居民过上新生活

排忧解难
实事暖心

襄城县库庄镇为企业办实事

项目建设“加速度”

4月8日，汤阴县韩庄镇李家湾村食用菌生产基地的种植户闫振希在

采摘羊肚菌。李家湾村投资60余万元，建起食用菌生产基地，种植的羊肚

菌，亩产量达1000斤，年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6万余元。 本报记者秦
名芳通讯员张百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