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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驻时间：
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10日
●受理举报电话：
（0391）8861901
●专门邮政信箱：
焦作市A015号专用邮政

信箱
邮编：454000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日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和督察组职责，省“三散”
污染治理专项督察组主要受
理焦作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重点内容是

“散乱污”企业环境污染、散
煤燃烧环境污染、散尘环境
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省辖
市、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河南省“三散”污染治理
专项督察组公告

党委书记访谈

提升提升 眼力 脑力 笔力脚力

本报讯（记者王言 通讯员范燕彬）
“屋顶不漏了，墙壁变白了，电线整齐
了，全家人心里也敞亮了。”昨日，看着
自家刚刚整修好的房屋，修武县周庄镇周
庄村的贫困户徐小狗心情格外激动。

以前，像贫困群众房子透风漏雨这样
的问题，更多是层层上报等待政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周庄镇急群众之所急，动员辖区13家企
业牵手贫困户，投入资金13万余元实施

“爱心筑家”工程，将镇里8个村30个贫
困户的房屋修缮一新。

修武县坚持把主题教育开展到群众家
门口，从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入
手，挖根源、出实招、断后路，确保主题
教育效果，真正让干部受教育、让群众得
实惠。

面对面才能听到群众最真实的声音，
进家门才能看到群众最真实的生活状况，
修武县4500多名党员干部“走出去”，深
入 5.5 万余户群众家中访实情、察民意、
听民声、解民困。

不论是房屋漏雨、出行不便，还是看
病报销、子女就业，群众有所呼，干部有
所应，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县里

干部来家里聊了一个多钟头，反映的问题
隔天就给我回了话!”王屯乡习村村民吴
天有说。

该县针对环境治理、脱贫攻坚、农业
转型、全域旅游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领域，问计于民，问策于基层，靶向征求
意见建议和破解问题之道，为整改落实打
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修武县共梳理出各类难
题隐患213条，已解决185条，发放信函
1420封、反馈卡206份，直接受益群众超
过3万人次。

整改扎扎实实。修武县将各个渠道反
馈的意见建议和难题隐患，统一梳理汇
总、登记造册，诸如“‘厕所革命’有没
有新政策、扶贫项目建设进展如何、家门
口的医养中心什么时候能入住”等群众关
心的问题，定期公布整改进度，以解决实
际问题成效取信于民。

“医养中心真是解决了俺的大难题！”
57 岁的贫困户赵陈根住进医养中心后，
照顾他多年的妹妹赵新花总算松了一口
气。郇封镇第二卫生院医养中心刚刚投入
使用，（下转第二版①）

修武：主题教育温暖百姓心窝
博爱：“四好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王 言 李晓军

11月2日，周六，博爱县北部山区
的一条盘山路——月寨路上车流、人流
不断，沿路山村群众种果树、开客栈，
八方游客赏红叶、尝野趣……曾经崎岖
不平、人迹罕至的月寨路，为何成了人
们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又如何带动沿路
山村群众掀起创业潮？

答案是：“四好农村路”变身乡村振
兴快车道。

今年年初以来，博爱县把“四好农
村路”创建的主战场转至北部山区，将
改善山区交通环境、带动特色种植产
业、帮助山区脱贫致富、提升山区旅游
资源上档升级作为主要创建内容，打破
制约山区发展的交通瓶颈，以线带面推
动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和人居环境建
设，使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博爱县委书记陈泓说：“‘四好农村
路’为农村特别是山区群众带去了人
气、财气，改变的是乡村面貌，联系的
是党心、民心，巩固的是党在农村的执
政基础。”

一条路引来人气和财气

今年 3 月份，博爱县北部深山的青
南路荣登央视，镜头中的青南路宛若玉
带在山间蜿蜒盘旋，漫山遍野的桃花竞
相开放，路与景融合，俨然十里画廊，
成为全国“四好农村路”创建成就展示
的一抹亮丽色彩。

半年多过去了，该县精雕细琢打造
的以月寨路环线为代表的“四好农村
路”更是出彩。

记者驱车月寨路，一路秀丽风景、
一路文化公园：八极拳文化公园、太行
骑行主题公园、高山露营广场、焦谷堆
桃花驿站、太行民俗文化园……“路在
景中，景伴路行，真是人们休闲好去
处。”博爱居民郭海亮说。

全长15.3公里的月寨路环线建设注
重结合沿线环境、村庄特色，以路为
媒，以景为介，将生态景观、美丽元
素、服务民生全方位融入，积极探索

“四好农村路+”模式。
将月寨路建设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结合起来。博爱以休闲旅游为特
色，突出生态产业优势，（下转第二版②）

本报记者 吕正军 张 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温县充分结
合实际，聚焦突出问题，着眼民
生这个根本抓推进，既在当下

‘改’，又在长远‘立’，确保主
题教育成果真正惠及民生。”11
月 28 日，温县县委书记毛文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紧盯干部作风，从源头匡正
风气。该县领导干部及广大党员
以上率下，通过对照《党章》找

差距、集中研学促提升、开展主
题教育成果交流、以案促改等活
动，用理论知识武装思想，以

《党章》《条例》《准则》 等为标
尺，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为指引，弄清哪些能做、哪些不
能做、群众关心的该怎么做。该
县联合组织、农业、纪检监察等
部门，重点针对在中心工作落实
中作风建设突出问题、漠视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农村党支部书记
带头开展基层党支部主题教育情
况、驻村第一书记“抓支部、带
支部”作用发挥情况等进行督导
指导，推动形成干事要严、办事
要实、追求卓越的氛围，从源头
匡正干事创业风气。

瞄准群众需求，从末端倒逼

落实。该县通过日常工作实地调
研、群众来信来电来访、机关党
支部开展结对共建“手拉手”活
动、“四到四访”等载体，有效
收集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整
理涉及环保、扶贫、基层减负、
服务民生、村级资金管理等问题
线索300余条。针对收集上来的
问题线索，该县采取县级领导包
乡、乡镇党政领导包片、驻村工
作队包村、组织纪检监察等监督
部门包落实的工作举措，及时沟
通、处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直
奔群众需求解决问题。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该县建立了整改台账
189 个，明确整改措施 979 条，
通过整改落实，完成了交通秩序
集中整治、推进“一网通办”、

安装北渠河道防溺水系统、设置
环卫港湾等一大批民生实事，让
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主题教育
带来的变化。

聚焦高标谋划，从长远惠及
民生。该县以打造“精致城市、
品质温县”为高标站位，围绕全
县群众活动场所少、地方小，在
县 中 心 位 置 整 理 出 27 公 顷 土
地，重点打造慈胜湖、慈胜公
园，子夏湖、子夏公园“两湖两
园”，为群众休闲放松营造环
境。把“四好农村路”创建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作为一招多效的突破之举，坚持
高标准、有特色、重管护，精心
谋划，扎实推进，持续提升建管
养整体工作水平。把实施西环路

改建工程作为有效途径，逐步拉
大县域框架，通过设计、施工总
承包 （EPC） 的方式，高标准打
造长度为 8.552 公里、双向四车
道的一级公路，道路、桥涵、交
通安全设施、管网、亮化等也将
一步到位。目前，线型整理 7.5
公里，部分路段正进行路基分层
填方碾压，计划今年完成路基和
桥梁主体，2020年7月份完成建
设任务。

毛文明说，下一步，温县将
深入开展“访实情、察民意、听
民声、解民困”活动，强化问题
导向、基层导向，强力推进十件
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民生实事，
切实提高全县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①3

确保主题教育成果真正惠及民生
——访温县县委书记毛文明

本报记者 贾定兴

“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把风险留
给自己，把安全留给他人……”

“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春晓社区全体党员共同的奋斗目标……”

11 月 27 日 16 时，“怀川云讲堂”——
中站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基层宣讲会准时开讲。宣讲会的对象，是
该区各街道、农村 （社区） 的5000余名基
层党员干部。

中站区委组织部利用“焦作党建 e 视
讯”高清视频会议系统，同步连接该区主
题教育办公室和各街道、农村和社区的党
支部，让该区广大党员干部足不出户就可
以收听收看到主题教育宣讲会的全部内容。

“这种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便捷形
式，更有利于我们向全区基层党员干部宣
讲全区农村、社区、非公企业等领域涌现
出来的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更好引导我
区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不
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心走实。”中站区委常委、组织部长梁翠
芳告诉记者。

作为非公企业的宣讲员，龙蟒佰利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刘锡朋、多氟多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廉慧，分别讲述了龙
蟒佰利联集团总裁助理、新材料公司副总
经理齐满富，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闫春生的先进事迹；王封街道春晓
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牛晓岚，龙翔街道
赵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理军，
十二会村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连直运分别
以《小社区里大作为》《赵庄村的致富“领
路人”》《八名党员群众义务建设美丽乡
村》 为题，分享了多年工作体会。质朴的
语言，生动的故事，真挚的情感，引发了
基层党员干部的情感共鸣。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时刻告诫自
己，服务居民无小事，无论平时工作再忙，我也要坚持走出去，
和群众见见面，哪怕只是和他们聊聊天，也是可以促进社区工作
的。”牛晓岚告诉记者，通过参与此次宣讲会，她进行了深刻的
自我审视，将更加坚定入党初心，牢记为民使命。

宣讲只是形式，激励才是目的。作为中站区原来基础较差的
赵庄村，通过不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陆续建成一批红色旅游和
乡村旅游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带动了当地农家乐、土
特产等产业的发展，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目前，
该村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11.4％降至1.07％。宣讲会后，刘理军
信心满满地表示，他将继续以党建为统领，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
聚力，争取在今年年底让赵庄村摘掉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17时10分，宣讲结束了，中站区各基层党支部党员利用宣
讲会的“余温”，各自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入党初心是什么？党
员使命担什么？对照先进差什么？立足本职做什么？这一刻，更
加明晰！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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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崔新娟）“眼
下正是怀药收获季，自打村里能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质优价廉的怀
药能直接流通到客户手中，吸引了
更多客户来村里购买怀药！”11月
28 日，在温县赵堡镇小黄庄村铁
棍山药地头，该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股东乔小六说。

有了营业执照，又能开具发
票，经营主体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中才可以删去第三方参与的“盘
剥”。可是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虽有相当于“营业执照”的登记
证，却因不能为合作方开具发票，
导致农产品无法直接进入市场，各

类项目和劳务合作需要找中间商参
与经营……农民的受益因此减少很
多。

小黄庄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登机
证的顺利审批，并突破性开出了全
省第一张集体经济合作社增值税专
用发票，标志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从此具有完全法人身份、有了对公
账户、能够开具发票，可以完全剔
除第三方合作，有了更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温县是国家级集体产权改革试
点县。2019 年 5 月，该县小黄庄
村被确定为扶持壮大集体经济发
展试点村，随后该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登记证顺利审批。9月份，合
作社签订第一笔订单，与旅游路
改造项目施工方达成合作协议，
由合作社负责劳务总分包并提供
劳务发票。10 月底，为合作方北
京星河园林景观工程公司开了一
张 18 余万元的工程款发票。11 月
上旬，第一笔工程款 5 万元打到
合作社账户，并向当地税务部门
上缴 6000 余元税款。该县产权改
革办负责人孙永强说：“通过税务
系统查询，这张集体经济合作社
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在温县属
首次开具，在全省也是第一次开
具。”（下转第二版）

温县在全省率先开具集体经济合作社增值税专用发票

11 月 28 日，市中原路 （解
放路至焦辉路段）施工队在吊装
U形槽挡墙扣板。由市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建设的中原路（南
山路—省道 S104） 工程是市十
大基础设施项目之一，道路全长
17.6 公 里 ， 项 目 概 算 总 投 资
14.34 亿元。经过紧张施工建
设，解放路至省道 S104 段已通
车试运行。解放路以北下穿待焦
铁路工程北侧 U 形槽正在进行
底板绑扎钢筋及浇筑挡墙；人行
道铺设和绿化工作已完成；广
场、游园建设已完成96%。该项
目预计今年 12 月底具备通车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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