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韩静淼 通讯员左晨煜）
连日来，温县黄河街道党工委采取多项举
措，助力所辖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强基
固本、蓄势起航。

如何如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开好局、
起好步？该街道党工委书记王世谦围绕“基
层干部的初心与使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之
路、打铁还需自身硬”3个主题，为各村新
当选的“两委”成员连上了 3 堂主题教育
课，引导新当选的村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树
立为民服务的思想观、增强勇于进取的谋事
观、筑牢廉洁修身的做人观。该街道通过上
好 3 堂主题教育课，为各村新当选的“两
委”成员校准了前行的方向、明确了奋斗的
目标。“对我来说，这3堂课既是关爱、鼓
励，也是警示、鞭策。通过学习，我增强了
干事创业的信心，坚定了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的决心。”东张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郑万田说。

为帮助各村新当选的“两委”班子迈好
第一步，该街道党工委要求各村“两委”将
发展计划拿出来晒一晒、比一比，把未来5
年的总体发展规划以及第一年的工作计划，
向群众进行全面阐述，征询群众意见，接受
群众监督。下石井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王攀林在当选后的第二周，就把建设怀药
小镇、做强集体经济的初步方案提了出来。
他的想法不但得到了群众的一致赞同，而且
收到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补充意见。

为实现农村新老班子无缝交接，该街道
党工委按照“团结共进、以德为先”的宗
旨，组织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及时开展

“关爱致敬老同志、合力再树新丰碑”交流
恳谈活动。东张王庄、西张王庄、盐东等
村新当选的党支部书记谦恭好学，第一时
间以上门探望请教等方式，虚心听取离任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意见，尽最大
可能谋求新老班子在发展方向上的高度统
一。

在此基础上，该街道各村新一届“两
委”班子努力学习上一届“两委”班子的好
做法、好经验，希望老同志“退岗不褪色，
发挥光和热”，迅速完成新老班子的交替融
合，确保实现“换届出活力、提干劲、增效
率”的既定目标。

黄河街道

上好三堂课 擂响催征鼓
本报讯（记者马允安、聂会军）“宣传工

作做得好，对外可以树立形象，对内可以凝聚
人心，营造浓厚工作氛围，进而形成良性互
动，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2月7日下午，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召集基层站 （所）
负责人和新上任的各村“两委”干部，举行宣
传工作座谈会，增强宣传意识，提升宣传能
力，要求大家善用、活用微信、抖音等新工
具，更好地传播党的声音，推动各项工作顺利
开展。

“以前，很多村干部只注重具体工作，不
注重宣传工作，对宣传工作存在误解。我们
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目的是让新当选的各
村‘两委’干部树立正确的宣传理念，掌握
科学的宣传方法，更好地开展宣传工作。”该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何建军告诉
记者。

座谈会上，针对农村干部不重视宣传工
作和宣传工作方法不当等问题，何建军针对
为什么要宣传、如何组织宣传、宣传目标是

什么等问题进行了讲解。“做好宣传工作对外
可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对内可以更好地开展
文明乡风教育，增进广大群众对基层工作的
理解，进而形成良性互动，达到凝聚人心、
树立形象、推动工作的效果。同时，宣传工
作也是提炼工作经验的过程，是干部进行传
帮带的有效载体。”何建军说。

怎样有意识地把党的声音、基层先进经验
通过朋友圈展示出来？怎样利用群众喜闻乐见
的宣传方式扩大影响力？随后，针对上述问
题，新闻媒体专家与该街道基层站（所）负责
人和新上任的村“两委”干部进行了面对面交
流。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干的不是什么大事，
没必要在媒体上小题大做。通过今天的学
习，我认识到宣传不仅意义大，而且是开展
工作的好抓手。以后我要利用好宣传工具，
把民政所的工作目标、工作方法向群众宣
传，争取群众的支持。”该街道民政所所长董
记江说。

“宣传工作做得好，能够传播党的声音、
提高大家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参加座谈会，我
认识到宣传工作非常重要，以后要用好微信、
抖音等新的宣传工具，切实做好宣传工作。”
该街道北俎近村“两委”成员朱灿说。

文昌街道

活用新工具 传播好声音

甫祥吉搬进吉祥屋
本报记者 宁江东

从崭新的蓝色大门进入甫祥吉的小院，水泥地面
干净整洁，坐落于院子西北角的白色建筑是他去年
10月盖的40平方米新屋。

因为盖了新屋，博爱县清化镇街道砖井村22岁
的脱贫户甫祥吉一下子有了精气神，见到邻居不再低
头而过，而是主动打招呼。

甫祥吉是一名特殊的脱贫户，他的养父母很早离
异，他从小跟随父亲生活。在村里做淘粪工的父亲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家里的3间土房早成危房，却没钱
翻修。很早，甫祥吉和父亲就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7年，父亲突发心梗去世，辍学在外打零工的
甫祥吉赶回家，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为父亲办了丧事。

“从那时起，俺就心灰意冷，颓废了。”甫祥吉
说。此后，他白天四处闲逛，晚上蜷缩在自家破屋里
睡觉，打架斗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直到2020年3月，博爱县委统战部派驻砖井村第
一书记贺颖颖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甫祥吉的生活。

甫祥吉很快引起了贺颖颖的注意，她时常自费购
买水果、方便面等去看望甫祥吉，鼓励他振作起来，通
过劳动创造幸福生活。甫祥吉也慢慢开始信任贺颖颖
这位知心姐姐，并听她的话在村里打零工，成功脱贫。
怕自己乱花钱，他将每月辛苦挣来的工资大部分交给
贺颖颖保管，并发信息说：姐，我要奋斗，要努力!

看到甫祥吉家的3间危房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
贺颖颖迅速把这一情况上报给博爱县委统战部，并与
村“两委”干部商量决定：扒倒危房，为甫祥吉盖新房。

说干就干。缺资金咋办？贺颖颖多方奔走，得到
市铭源建筑有限公司等企业的支持，筹集资金1万余
元；募集社会慈善捐款1万余元。另外，征得甫祥吉同
意，贺颖颖将为他代管的钱也拿出来，用于盖房子。

没设计图纸咋办？博爱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余
全利多次开会研究设计方案，亲自为甫祥吉设计新
屋，保证房屋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在贺颖颖牵头下，甫祥吉的新屋于2020年10月
4日开始打地基，仅用16天时间，一座美观实用的新
房子就盖好了。

不仅是甫祥吉，不到一年时间，贺颖颖已帮助砖
井村5户脱贫户改造、翻新、重建了房屋。

2月4日，贺颖颖带领砖井村“两委”干部为甫
祥吉送去两盏写有“吉祥”两字的大红灯笼，让他挂
在家门口。甫祥吉高兴地说：“姐，以前我觉得生活
对我不公平，活着没意义。自从盖了新房，住进这吉
祥屋，我突然发现，未来都是幸福生活，我要奔向好
日子！”

本报讯（记者付凯明）日前，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文苑街道仇化庄村精彩
完成“两委”换届工作，换届后“两
委”成员全部是 80 后，平均年龄 39.2
岁，“三委”成员全部是党员，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

仇化庄村总人口 1500 余人，其中
正式党员 55 名。村党支部书记贾佳佳
是一位 80 后，已连续三届高票当选村
支书。2014年11月，贾佳佳决定回村
为乡亲们服务，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仇
化庄村的长远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
谨记老支书赵小战“舍得舍得，有舍才
有得”的教诲，从头学起，从零干起，
不计较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工作。

“佳佳32岁就当选村支书，没有任何
基层工作经验，能干好吗？”“村‘两委’这
几个年轻人，懂个啥？”仇化庄村一些村
民对贾佳佳这几个80后村干部的能力，
有质疑，更多的是担心。

贾佳佳面对质疑没有选择逃避，而
是带领村“两委”成员俯下身子，埋头
苦干。白天，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调研，
把群众反映的问题和期望逐一记下。晚

上，他们一起商讨，共同研究仇化庄村
的发展之路。

贾佳佳担任村支书仅一年时间，仇
化庄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他任职的
第三年，村里各项工作指标已在文苑街
道名列前茅。近年来，该村先后获得
省级卫生村、市级先进党组织、示范
区五星级农村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党
建引领“三治合一”经验被 《河南日
报》 报道。贾佳佳连续多年被评为
市、区级优秀共产党员。在 2020 年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贾佳佳提议
组建代办服务队，有效解决村民卖菜
难问题的事迹，被《焦作晚报》、焦作
电视台报道。

6年来，贾佳佳等村“两委”成员
团结协作，努力进取，使仇化庄村在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农村经济发展等各
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日前，一位当
初对贾佳佳等青年干部的能力表示质疑
的村民对记者说：“实践证明，俺村这
几个青年干部工作热情高、做事有闯
劲，抓经济还真有一套，让他们‘当
家’，俺放心了。”

仇化庄村：青年干部“当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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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集聚了 25 家“三新一高”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6.2%，较2015年提高7.3个百分点。

以前所未有力度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2020 年，PM2.5、PM10 分别较 2018 年下降 26
微克/立方米、16微克/立方米，空气优良天数较
2018 年增加 57 天；深入推进“四水同治”，建
设共产主义渠生态湿地，建成投用第三污水处
理 厂 ， 沁 河 渠 首 水 站 被 评 为 全 国 “ 最 美 水
站”；完成绿化造林 3300 余公顷，森林覆盖率
达23.9%。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2020年全市营商环境评
价居六县 （市） 第一。开展镇村两级“三变改
革”，全市首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
易。实施县域金融工程，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连
续5年居六县 （市） 第一位。突出大员招商、园
区招商、产业链招商，5年引进实施国家智能清
洁能源汽车监督检验中心、百维激光智能装备产
业园、格力仓储等总投资724亿元的重大项目239
个，开工建设 500 万元以上项目 788 个，2020 年在
疫情影响下，12 个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
177.3%，28个市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85.4%，重
大项目“四比四看”连续两次居全市第一。

抢抓郑州都市圈、郑焦一体化战略机遇，自
觉当好“桥头堡”、先行区，主动融入战略格
局，率先实行豫 A 牌照小型客车高速免费政策，
月均12万辆次享受补贴；承接郑州产业转移250
余家，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选择“双城生活”，

武陟成为资本、产业、人才竞相关注的热土。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总投资 185.74 亿元 17

大类142个的百城提质工程加速推进，投资11亿
元、全长 9.2 公里的城市生态水系今年将全线贯
通，“一河引领、两湖呼应、多园共济”的水美
武陟呼之欲出。

累计民生投入 84 亿元，全省率先建立县乡
村三级医养服务体系，8 家医养中心规范运营，
慈善幸福院达 170 所，“众筹养老”模式被评为
全国农村公共服务典型案例，成为全国社会救助
综合改革试点县，并蝉联四届“中华慈善奖”。全
市首家实现集中供暖、首家新建投用南水北调水
厂、首家运营城市公交，5 年新增医疗床位 854
张、学位1.2万个，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越来越强。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146个村
污水管网覆盖率达到 50%，创建“四好农村路”
1364 公里，荣获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称
号，西陶镇被评为全国卫生乡镇，乔庙镇被评为
全国文明乡镇。

在武陟，走城串乡看发展变化，进村入户问
国计民生，我们欣喜地注意到，在新发展理念的
引领下，一个个经验模式为武陟增添新光彩，一
次次高光时刻给武陟标注新高度，一座创新之
城、魅力之城、幸福之城正在黄河北岸强势崛
起。我们由衷地感到，社会各界看武陟的眼神不
一样了，对武陟寄予厚望、充满期待，就像一位
在外工作的武陟老乡写的“不知从啥时候起，‘武
陟’成了‘大武陟’”，语气里是满满的自信。

春节将至

2月7日，市住房保障中心焦东房管所的志愿者为民
馨苑小区低保户邵朱刚送去面粉和食用油。图为志愿者在

邵朱刚家里贴春花。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月8日，市人民公园西门摆放的牛娃憨态可掬，
惹人喜爱，为节日增添了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月7日，两名小朋友在新山阳商城挑选春节饰品小红灯笼。 本报记者 刘金元 摄

2月4日，解放农商银行王褚支行的志愿者来到王褚街道
都市花园社区，为一位家在外地但留焦过年的老人送去慰问
品。 李良贵 摄

据《焦作日报》报道，市公安局解放分局新
华派出所鑫源警务室社区民警、52岁的党员李
进军把满腔忠诚倾注于公安事业，把一片深情献
给居民百姓，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
绩，成为百姓心中的“百事通”。

李进军的事迹让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另一个
人——邱娥国。邱娥国曾任南昌市公安局西湖
分局社区民警，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
称号，并获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优秀民警代表。

李进军有一颗不变的为民初心。近年来，他
帮助全国各地31个家庭寻亲，使27个家庭圆了

“团聚梦”。他先后资助辖区困难家庭15家，帮
助81位走失老人回家，成功挽救3名轻生者。他
像邱娥国一样，如一缕朝阳温暖百姓心田。

李进军致力于基层治理模式创新。他在辖区
推动安装监控和门禁系统150处，建立平安微信
群25个；推动成立大杨树商业街专职巡逻队，打
造警民互动联防的平安共同体。近年来，曾是治
安治理难点的大杨树商业街各类案件下降近
70%，周边多个小区实现盗抢案件“零发生”。他
像邱娥国一样，如一团火焰扶危助困惩恶扬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
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
来检验。”邱娥国总结出“串百家门、认百家
人、知百家情、办百家事”工作法。李进军入户
走访、排查隐患，靠两条腿，“走”成居民的贴
心人；化解纠纷、排忧解难，用一张嘴，“说”
成辖区的“调解大王”。他们以一片赤诚之心，
做孤寡老人的“孝子”，当迷路孩子的“慈父”，
为群众排解一个又一个生活难题，最终把自己升
华为居民“公共的亲人”。

从大处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从小处讲，建设“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都离不开像螺丝钉一样深深扎根基层的

“片儿警”。只有像李进军一样一心为民、服务群
众的社区民警不断涌现，我市广大市民的幸福
感、获得感才会越来越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才会形成，
政治安全、社会安
定、人民安宁、网络
安靖才会全面实现。

建设平安焦作
需要这样的“片儿警”

□象飞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