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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剑

本报记者 王 言

翻开博爱历史，无论朝代如何更迭，
博爱竹林的身影始终分明。

一弯丹河水潺潺流淌，滋养覃怀大
地，滋生万亩竹林。战国至西汉初期，已
有记载竹林繁茂。唐初，皇家在此设置司
竹监管辖竹业；北宋，废司竹监又置官竹
园；明代，竹林深处许良村已有“竹坞”
之称，成为“胜游之所”；清朝，“村村门
前水，处处竹为家”已成一景，“太行山
下小江南”得名于竹林，彼时，博爱竹子
种植面积已近万亩，竹器生产成为当地支
柱产业。

走进博爱竹林，说不完、道不尽的
“竹”情结缠绕心头。

中国竹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沁园春词
牌名的诞生地，我国北方古竹林的“活化
石”……作为我国黄河以北纬度最高、面
积最大、品种最多、历史最久的规模产业
化竹林，博爱竹林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内
涵。“竹林七贤”在此隐居，月山镇皂角
树村南竹园内“竹林七贤亭遗址”默默述
说着风雨沧桑。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于此，
博爱籍唐代诗人元稹“若到庄前竹园下，
殷勤为绕故山流”、北宋诗人文彦博“繁
花低荫水声潺，绿竹瑶池映碧澜”，仿佛
把人带入竹海深处。更有乾隆皇帝途经博
爱留诗三首，从“西临丹河水相挥，寺下
竹园岁月青”中可观当时盛景。

竹是资源，更是情结。一个地方品牌
的成就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历经岁月变迁
所沉淀出的文化底蕴是其灵魂。大自然钟
爱博爱，历史更为博爱竹文化增添厚重一
笔，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博爱
人民弥足珍贵的财富。在当前全域旅游创
建的大潮中，博爱县委、县政府把“竹林
水乡”作为全域旅游的独有品牌打造，让
独具魅力的本土品牌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优势资源如何转化为优势生产力？博
爱走过了坎坷的探索之路。上世纪90 年
代以来，因水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种种原
因，博爱竹林出现了长势衰退、产量降
低、面积减少等逆向演替现象，许多竹林
杂草丛生、渐趋荒芜，一些竹林甚至变成
树林，全县竹林面积由1.7万多亩减少到
1.2万余亩，且成园竹林不足3000亩，昔
日“竹坞覃怀胜，风景似江南”的筠影竹
韵渐渐失去风采。保护博爱竹林、传承竹
文化，博爱呼吁声高，探索步疾。

2000 年，“抢救博爱竹林”拉开序
幕；2001 年，博爱县成立了全国唯一的
竹林保护机构——博爱县竹林保护管理工

作站；2002年，投资近1000万元开工建设了太行博竹苑；2009年
底，博爱县政府出台优惠政策：丹河灌区浇水免费、成园竹林每亩
每年补助100元、竹区打井补助5000元、对荒园竹林进行改造复壮
的享受每亩1000元～4000元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政策；2010年以
来，全县发放竹林管理补贴、打井补贴、竹区水系建设补贴近300
万元。（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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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
小，不为不成。

转型发展，道路已经明晰，
战鼓已然擂响。如何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在全市转型发展攻坚动
员会暨工业大会上，市委书记王
小平明确指出：“推诿扯皮绝对
不行，必须强化责任担当。”

经济指标逐步下滑、环境
形势日趋严峻、干事创业氛围
不浓……这些问题的出现，固
然有需求不振、结构不优、产业
层次低等客观因素影响，但更深
层次原因是我们不少干部作风不
实、敷衍塞责、为官不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就
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
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
成就。所以，推进我市转型发展

攻坚，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
“一把手”是关键，必须做到面
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
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
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
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
争。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
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
出力。

强化责任担当，责任分包要
到位。担当就是责任，好干部必
须要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坚
持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
一，敢于旗帜鲜明，敢于较真碰
硬，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
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我市
转型发展攻坚等重点任务已经安
排部署，各级各部门必须建立完
善各自的责任分包机制，对每一

项重点工作明确分包领导、牵头
部门和配合单位，确保级级有人
管、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
人人有责任。

强化责任担当，担当作为要
到位。为官避事平生耻。担当大
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和
格调。历史和现实证明，领导干
部有担当、能作为，就能形成源
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就能促进预
定目标的尽快实现。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我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当官是为了干事，干事
绝不是为了当官”的理念，“说
了算、定了干、再大困难也不
变”，对分管的工作要敢于负
责，特别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确保在其
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

强化责任担当，督导考核要
到位。督导考核是一把尺子，可
以衡量出工作的得失；督导考核
也是一个指挥棒，可以引导工作
向预定的目标前进。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贵在落实、重在实干，如
果各级各部门劲不足、力不大，
实现预定目标就是水中月、镜中
花。督导考核要到位，必须进一
步完善“安排部署、责任落实、
督查推动、媒体曝光、监察问
责”的督导考核追责机制，传导
工作压力，对措施不力、推诿扯
皮者严肃问责，强化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

强化责任担当，奖惩激励要
到位。健全奖惩激励机制和容错
纠错机制，能够树好正确的用人
导向，鼓励担当、激励实干，让

勇担当、敢作为、真干事成为党
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推进转型发
展攻坚，事关大局、利在长远，
决不允许领导干部尸位素餐、饱
食终日。奖惩激励到位，能够让
想干事的人有机会、会干事的人
有舞台、肯干事的人有地位，进
一步推进转型发展攻坚。

疾风识劲草，烈火见真金。
早日跻身全省“第一方阵”、在
中原崛起中更加出彩，推进转型
发展攻坚是必经之路，只要领导
干部敢于担当，就能形成“干部能
搬石头，群众就能搬山头；干部能
流一滴汗，群众的汗水流成河”的
效应。为了党和人民事业，我们
的干部要敢想、敢做、敢当，肩
负起时代的重托和人民的信任，
做时代的劲草、真金。①3

打响转型发展攻坚战系列谈⑦

推诿扯皮绝对不行 必须强化责任担当
□交 响

本报讯（记者李新和） 2017
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第六次
集中交办会议昨日上午召开，会
议的中心任务是对7月份集中交
办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通
报，交办8月份的工作任务。市
委 副 书 记 姜 继 鼎 宣 读 《关 于
2017 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第六次集中交办的通知》 并讲
话，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宏
昌宣读 《关于 2017 年市委、市
政府中心工作第五次集中交办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的通报》，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刘涛主持会议。

姜继鼎强调，市南水北调绿
化带建设指挥部坚持周例会制
度，一周一督查，一周一通报，
并严格兑现奖惩，推动工作取得
了阶段性胜利。市十大基础设施
重点项目指挥部制订了切实可行
的考核方案，从项目前期、土地
征迁、工程投资、形象进度四个
方面对各个项目进行量化考核，
充分调动了各责任单位的工作积

极性。各个部门要学习这些好的
经验，不断探索总结好方法，建
立好制度，更好地推动工作。市
委、市政府“五位一体”联合督
查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限定时
间、跟踪督办，及时进行协调解
决，对工作进展快的单位要表
扬，对工作进展缓慢、推诿扯皮
的单位要通报批评，并启动问责
程序，推动各责任单位圆满完成
工作任务。①3

2017年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
第六次集中交办会议昨日召开 本报讯（记者贾定兴）全市

“四城联创”工作进入决胜阶
段。昨日8时，2000余名来自我
市市直机关、各中小学的志愿者
齐聚焦作火车站广场，参加由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爱卫
办、市直机关工委、市妇联、团
市委和解放区委、区政府联合举
办的“小手拉大手 志愿者引领”
服务“四城联创”决战攻坚宣传助
力行动。市委副书记姜继鼎宣布
活动启动，市领导刘涛、贾书
君、魏丰收、魏超杰出席活动。

市领导为文明宣传志愿者服
务队授旗。该活动采取巾帼志愿
者代表发言、少先队员代表及其
家长宣读倡议、党员志愿者带领
全体志愿者集中宣誓等方式，引
导青少年积极参与城市清洁、文
明宣传和“向陋习说不，为文明
点赞”等志愿服务活动，形成良
好的宣传氛围，带领全市更多家

庭参与其中，共同打赢“四城联
创”决战攻坚战。

市领导穿上印有志愿服务标
志的衣服，到火车站广场附近的
游园，与正在锻炼的市民交谈，
介绍我市“四城联创”工作的意
义和要求，鼓励他们做文明城市
的推动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
与志愿者一起为我市“四城联
创”作出积极的贡献。

活动开始前，姜继鼎等市领
导来到火车站广场青年志愿亭，
了解志愿服务项目进展情况。姜
继鼎说，志愿者要多关注空巢老
人、孤寡老人等社会困难群体，
在服务项目和服务对象上突出精
准，要发挥青年力量，为“四城
联创”多作贡献。

昨日，2000 余名志愿者分
别深入广场、游园、楼院、门店
开展集中宣传、城市清洁、文明
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①3

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

昨日，建设者冒着酷暑在大沙河与迎宾路交汇处上游约300米的河道上修建景观闸。据悉，为扩
大连续拦蓄水面，保证汛期洪水安全下泄，改善大沙河生态景观环境，我市在大沙河民主路至中原路
段建设两座景观闸。这两座景观闸工程等别为Ⅱ等，洪水标准按50年一遇设计，100年一遇校核，工
程概算总投资6990万元。目前，该项目施工进展顺利。 本报记者 赵耀东 摄

本报讯（记者王言 通讯员
崔红星） 8月10日，修武县各乡
镇党委书记迎来了“半年考”，
考题是履责抓党建工作，形式是
现场观摩、面对面述职。

观摩首站是周庄镇张弓铺
村，由该村党员志愿者自发组建
的村级电商服务站，引得各乡镇
分管党建负责人驻足了解，纷纷
为村民代收快递、代销农产品的

“党建+电商”便民服务模式点赞。
看到该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

墙上的服务电话，率团观摩的市
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随手
拨通电话，现场检验干部作风是
否扎实。

第二站是郇封镇郇封村。这

个 7000 多口人的大村多年来村
情稳定，没有发生一起信访案件，
秘诀是啥？镇党委书记韩保田指
着村委大院墙上的一张郇封村党
组织网格分布图介绍，从1998年
换届以来，郇封村两委班子通过
实施网格化管理服务，14个党小
组及时摸排疑难隐患，把问题及
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面对面述职，各乡镇党委书
记晒成绩、说不足。

“我们建立了积分制管理，
实现入党与积分挂钩、与人情
脱 钩 。 不 足 之 处 是 ‘ 两新’
组织和非公企业党建力度有待加
大……”城关镇党委书记李新锋
说。（下转二版①）

修武党建“半年考”动真格

本报讯（记者高新忠）记者
昨日从市环保局了解到，我市近
日公布了6月份各县（市）区环
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生态补
偿金扣缴情况，11 个县 （市）
区共扣缴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
质量生态补偿金1213.6万元，发
放奖励金21.4万元，合计扣缴补
偿金1192.2万元。

据悉，此次生态补偿金扣缴
是按照《焦作市环境空气质量生
态补偿暂行办法》和《焦作市水
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以 各 县 （市） 区 今 年 6 月 份

PM10、PM2.5、优良天数3项指标
数据和地表水责任目标断面考核
数据为依据，按照谁保护、谁受
益，谁污染、谁付费，谁损害、
谁补偿的原则进行扣缴。

其中，马村区扣缴 252 万
元，示范区扣缴 164 万元，中站
区扣缴140万元，山阳区扣缴138
万元，解放区扣缴116万元，武陟
县扣缴78万元，修武县扣缴26.2
万元，沁阳市扣缴 114.4 万元，
温县扣缴58.4万元，孟州市扣缴
76.6 万元，博爱县扣缴 28.6 万
元。①3

我市开出6月份生态罚单
11个县（市）区共缴扣生态补偿金1192.2万元

城市路牌不仅承担道路指
引作用，还是反映城市文明程
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年5月
份以来，我市对城区路牌进行
更换。看到这些设计简洁、醒
目的新路牌，绝大多数人为城
市增添新景观而欣喜，也有极
个别害群之马动起歪脑筋。

据 《焦作晚报》 报道，8
月 4 日，市民主南路与南海路
交叉口附近一个路牌被盗割，
窃贼虽未得逞，但路牌已遭破

坏。显然，不揪出盗割路牌的
黑手，还会有更多路牌遭“荼
毒”。公安、民政等部门应协同
作战，对盗割路牌行为零容忍，
对不法分子露头就打，为路牌
撑起保护伞。新闻媒体应加大
宣传力度，营造保护路牌等市
政基础设施人人有责的舆论氛
围，发动广大市民举报破坏、盗
割路牌的不法分子，警告不法
分子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在全市人民热情高涨地投
身“四城联创”的时刻，竟有
人向路牌下黑手，实在令人愤
慨。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
惩，绝不能让个别人影响“四
城联创”大局，破坏“四城联
创”成果。①3

揪出盗割路牌的黑手

本报讯（记者董柏生）“说
句实在话，这两天的观摩对我触
动很大，虽然领了个二等奖，也
得了 2 万元的奖金，但我觉得，
需要向兄弟村学习的还有很多，
赶超的空间还很大，千万不能自
满、自足，保本求稳，稍微松懈
就会被甩到后面的。”昨日上
午，在武陟县西陶镇第二季度重
点工作观摩评比表彰大会上，西
陶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史
小雨感慨。

史小雨的感慨来自于内心的
触动。8月10日，镇里组织全体
班子成员、包村干部、各村党支
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采取集中
观摩、现场实名制打分的方式，
对全镇 22 个行政村的扶贫攻

坚、大气污染防治、环境卫生、
两委班子团结协作执行力、亮点
工作等方面进行现场观摩打分，
各村主要负责人敞开大门迎评委

“晒”亮点，在相互观摩中学先
进、找差距。

“与其他村相比，俺村基础
相对较好，也是老典型。但村干
部年龄偏大，不想冒险，这几年
工作一直在原地徘徊。今年镇里
实行周安排、月评比、季观摩、
半年奖惩工作推进机制，通过比
较，村干部们才知道自己已经落
伍了。几个月来，我们一班人重
振信心，修了 6.1 公里 33 条街
道，拆除围墙近 1000 米，正在
搬迁改造村委办公场所、修建占
地 30 亩的农民公园，终于在这

次观摩评比中找回了点面子。我
觉得，只要想干事，就能干成
事，只要作风硬，就没有干不成
的事。”史小雨说。

与史小雨有同样感受的，还
有郭庄村的代理党支部书记史
小 胜 。 郭 庄 村 多 年 不 稳 定 ，
2015 年，机关干部史小胜到该
村代理党支部书记。“一直想
着就是求稳定，很少想发展。
半年来的两次观摩，看到大家
都在学许昌赶扬州、学深杭促
创新，西陶村党支部委员慕海
魁短时间内一个人完成 20 余家
的 征 迁 任 务 ， 可 以 说 兵 不 血
刃、赢在现场；陶村、北阳两
个村的党员干部不讲条件、不说
代价，（下转二版②）

西陶镇:开门“晒”工作 闭门谋争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