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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水潋滟，水鸟云集；秋菊飘香，杨柳依依；或是渔歌
唱晚，沙鸥惊起一串涟漪……走进任庄村，给人的第一印象
就是这里充满着“神韵与灵气”。

这里，水天一色的美景仿佛让人置身于江南水乡，“一半
耕田一半水”，是任庄村的真实写照。任庄村位于民权县城东
北处，地处黄河故道南岸，北靠黄河故堤，毗邻黄河故道民
权境内的三颗明珠湖泊之一——鲲鹏湖，水资源可谓得天独
厚。全村耕地面积 1000余亩，水域面积也有千余亩，其中水
产养殖面积就有500多亩。

如今的任庄，以水为媒做大了村集体经济，彰显了水文
化，做足了水文章，临水而建的农家乐粉墙黛瓦，小桥流
水、亭台楼榭，景景相连，不是江南胜似江南。“让民权风情
在任庄农家乐中展现出来！”这句话已不仅仅是个口号，而是
当代任庄人大笔抒写的真实演绎。

“城里有的这儿都有，这儿有的城里不一定有。要吃要
住，品茶下棋，唱歌跳舞，垂钓健身……市民来到这里能够
尽享水乡旅游之乐！”11月20日，村民高清献说起今天的任庄
新面貌喜不自禁。

如今，远近的游客纷至沓来，任庄村民瞄准商机，有的
开起了农家餐馆、宾馆，以野菜、申甘林带柴鸡、柴鸡蛋、
黄河鲤鱼、莲藕、螃蟹等为主要品牌，让游客“吃农家饭、
住农家屋、做农家活、看农家景”，有的开起了旅游特产店，
加工、销售本地土特产，村里还发展特色生态种植、水产养
殖，进一步拉长了旅游产业链条，丰富了村民收入。

“长玉对俺家好真是夸不完，他给俺
村办的好事也是一箩筐！”11月20日，民
权县龙塘镇陶郑庄三组村民马献荣对这位
驻村干部赞不绝口。

马献荣口中的“长玉”是民权县财政
局驻该村的党支部第一书记张长玉。

现年47岁的张长玉是2016年3月被组
织委派到陶郑庄任职的，三年多来，他始
终信守“让群众过得更幸福”这个理念，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驻村干部要沉下
心、扑下身、办实事，用真心付出才能换
来群众的真情！”

想法鼓起农民的钱袋子

陶郑庄村现有村民 2039 人，耕地
1870亩，传统的“一麦一秋”种植模式并
没有让老百姓走出困境。

“群众要想富，只有发展产业才有出
路”张长玉说。陶郑庄除了常年外出打工
的年轻人实现务工收入外，在家的老人和
妇女几乎还是收秋种麦，没有一点资金性
收入。2019年 2月，张长玉多方联系引进
了商丘市弘耀照明灯具有限公司入驻该村
扶贫车间，车间的租赁费不仅给村里带来
了一部分集体收入，更重要的是安排了全
村 80多人就业，实现了老百姓家门口打
工挣钱的梦想。

眼下，在该公司打工的有 40多户贫困
户，平均年龄在 60岁左右。村民们在车间
组装LED原件，每天按计件发工资。马献
荣高兴地说：“别看我今年 75岁了，这车间
里数俺的手快，每天最低也能挣 60 多块
钱，像俺这情况上哪打工人家也不会要俺，
在这里一年松松地挣个万把块，俺做梦也
想不到恁好的事能让俺摊上，感谢长玉给
俺们找了一个挣钱的好门路！”

2017年底 10月，张长玉又紧抓国家有
关扶贫政策，引进了总投资 215万元，设计
寿命 25年的 300KW装机容量的光伏扶贫
电站项目，2018年实现了开门红，累计发电
收益19.6万元，壮大了集体经济，村里用这
些钱给老百姓办了大量的好事实事，让群
众真正地得到了实惠。

通过近几年的帮扶，陶郑庄已在蔬菜
大棚、山羊养殖等项目上实现了贫困户产
业全覆盖。目前，该村大蒜、西瓜、花生、蔬
菜等特色产业已初具规模，2018年蔬菜大

棚 50亩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为村民稳
定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为下一步乡村振兴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发展产业有困难找长玉，他总是一百
个上心。”该村种地大户王守印说起张长玉
帮他发展花生产业的事感激不尽。

2018 年春节过后，王守印流转了邻
居 65亩土地准备种植花生，等王守印把
土地租赁费付清给邻居后资金已经捉襟
见肘，没有钱购买花生种咋办？万般无
奈之际，王守印到村室找到了张长玉，
张长玉马上联系去双塔花生种植协会赊
一部分种子，临近午饭时分，张长玉开
车带着王守印来到双塔办理手续，并为
王守印担保赊了 2000多斤花生种，解决
了王守印的燃眉之急。

老百姓的冷暖记在心里

三年来，张长玉坚持急贫困户之所
急，忧贫困户之所忧，解贫困户之所难，
他自掏腰包资助贫困户李刚生 600元、大
病户王守平 900元；帮助贫困户办理慢性
病门诊报销卡、残疾证等一系列民生实
事，得到村民们的一致好评。

2019年春，贫困户马献荣的丈夫陶忠
臣患心脏病要做搭桥手术，需花费 20多
万元，张长玉多次到医院和家里探望慰
问，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感动得老两
口不知道说啥好。张长玉还帮助马献荣家
进行落实医保报销政策。陶忠臣感动地
说：“这么大的病俺家只花费了 3万多元
钱，要不是国家的大病医疗保险好政策，
俺家都没法过了，跑这些手续都是长玉帮
俺的，他上心嘞很！”

2019年秋，村民王新业流转邻居 6亩
多地准备建 6座温室大棚资金不足，张长
玉得知后，主动借给王新业 3万多元钱，
当年种植的 8424西瓜，5月中旬上市后每
市斤 1.7元，每棚西瓜 5000多斤卖了 1万
多元，6个棚纯收入 2万多元，接下来他
又种植一茬西瓜，赶在国庆节后上市，又
买上了好价钱，一年下来，大棚收入 4万
多元。当王新业还给张长玉钱时发自肺腑

地说：“长玉，俺这是用您的钱当本鼓起
腰包嘞呀！”眼下，王新业的大棚有豆
角、上海青等反季节蔬菜，一年四五茬，
年收入都在 5万元以上，他逢人都说长玉
帮他甩掉了穷帽子。

要想致富快全凭班子带

“要想致富快，全凭班子带”。张长
玉深信，只有建强村级基层组织，提升
村级工作水平，才能让老百姓长久致富
不返贫。

张长玉作为第一书记，他从建强、
建优基层组织入手，借助村“两委”换
届的机遇，顺利地配强了村“两委”班
子。目前陶郑庄“两委”班子齐全，平
均年龄 46 岁，而且大都是高中以上学
历。为了进一步抓好党员队伍建设，三
年来，该村又发展黄素杰、丁星光两名
新党员，为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为该
村的发展培养储备人才。

眼下，陶郑庄“两委”班子的战斗力
凝聚力向心力大大增强，成为了群众发家
致富的“主心骨”。

为了改善村容村貌，张长玉与村“两
委”协商后，制定环境卫生整治方案，积
极协调资金用于陶郑庄村容村貌和户容户
貌整治工作，并拓展了进村公路两侧路
肩，并种植上绿化树木，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 167盏，同时又对村内部分主干街道两
侧进行绿化、美化，该村面貌焕然一新。
张长玉还从局里协调资金 5000元用于奖
励“好媳妇、好婆婆”，提倡尊老爱幼、
妯娌和睦、邻里团结、爱护公物、遵纪守
法、遵守社会公德等社会主义新风尚。

同时，张长玉还十分注重农村文化活
动的丰富开展，为了让群众有一个好去
处，他积极协调资金新建文化广场一处，
还配备了二胡、电子琴、腰鼓、吉它等乐
器，完善了村农家书屋，极大地丰富了群
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让致富后的村民精神
生活有了一个大的提升。

“用真心付出才能换得群众的真情！”
——记民权县财政局驻陶郑庄第一书记张长玉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胡爱莲）“民权县招
标办的同志太OK了，他们就是我们的贴心人”。11月 20
日，河南海纳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梁晨琳动情地说。

为切实改善营商环境，改变招标投标监管服务工作，招
标办公室首先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国家有关招标投标方面
的文件精神，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提前布局，积极探索。
对招标投标的各个环节和流程，进行了认真梳理，分门别类
的落实简化措施。其次是最大程度地精减审批事项和材料清
单，缩短办理时间，方便服务对象办理。同时，他们还积极
搭建网络平台，运用大数据，发布招投标信息，审核招标文
件、招标情况报告等相关资料，避免了相关单位现场反复提
交招标资料的情况，提高了办事效率，也保证了信息网络共
享。

据了解，该县招标办还非常注重优质服务，对前来咨
询、办理招标事宜的单位、企业办事人员，工作人员都能够
笑脸相迎、热情解答。今年 10月，县招标办加班、加点办
理招标业务，在招标办公室主任崔峰带领下，工作人员认真
负责积极办理相关手续，受到招标人、招标代理公司和投标
单位代表的一致好评。

县招标办

当好“店小二”服务大发展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11月 20日 记者从民权县高新
区获悉，我省首台双胆电热水器日前在河南民权阿诗丹顿电
气有限公司成功下线，填补了我省无双胆热水器生产制造的
空白，标志着“民权智造”又上一新台阶。

据悉，该双胆热水器产品的外壳、内胆等核心部件均由
阿诗丹顿公司民权工厂独立研发制造，外壳与内胆焊接工序
由全机器人进行焊接，表面处理工艺在行业内位居前列，前
后工段的衔接及组装采用标准作业方式，结合自有“智能制
造”集成系统研发而成。

记者了解到，在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阿诗丹顿民权工
厂所有团队成员秉持“精益求精”的管理与制造理念，建机
制、立规范、定标准，准测试、精试验、细论证，无论从技
术研发、工艺设计，还是从品质控制、流程管理等，均使得
阿诗丹顿民权工厂第一台双胆热水器成功下线，在试产阶段
未出现任何异常。该产品的顺利下线，也标志着该类产品的
量产正式纳入 2020年的经营计划日程，同时为华中、华北
等市场的双胆产品投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省首台双胆电热水器

在民权高新区成功下线

驻村第一书记风采驻村第一书记风采

张长玉在贫困户陶忠臣家走访。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①近几年来，民权县野岗镇常马口村
十分重视绿化美化工作，目前该村森林覆
盖率达35%以上，被省认定为“国家森林
村庄”，也是该镇第一个森林乡村。

帅智伟 摄
②11月20日，民权县健身气功培训班

在民权人民艺术中心举办。来自全县6个
站点的136 名会员参加培训，经过专业细
致的理论讲解与动作指导，有效提升了学
员的功法技能，增强了习练健身气功的信
心。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③“你看俺村种的人参萝卜，个头细
长，颜色深红，吃起来脆甜可口，去年每
亩净赚8000多块！”11月21日，在民权县
老颜集乡胡楼村人参萝卜种植基地，该村
党支部书记曹松亮炫耀道。据悉，近几
年，该乡大力扶持特色种植，让土地生
金，使农民增收。 朱光伟 摄

任庄：初冬别样美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张增峰

节假日任庄村游客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本报讯 （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许世峰）“没想到这
个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居住的环境好了，大家的心情
也就美了……”11月 21日， 民权县龙塘镇龙东社区居民
许艳丽向记者兴奋地说道。

据了解，该县纪委监委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化管理工作以
来，把宣传工作作为基础工作多举措抓实抓细。在通过微信
公众平台、媒体广泛宣传的同时，制作发放了“小微权力”
便民手册，向群众公布投诉渠道方式、行业部门的监管职责
等，力求宣传全覆盖。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化管理，是检验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效的充分体现。民权县纪委监委把
抓好小微权力清单化管理工作，作为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问题的突破口，持续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截至
目前，该县已建成小微权力清单化管理示范点 8个，发放
小微权力清单便民手册 6万余份，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和
质量。

县纪委监委

推行“小微权力”清单化管理

③③

①①

②②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民权县城区今冬自 11月 15日
如期供暖以来，新源热力公司全体员工日夜坚守，全力以
赴服务这项民生工程，眼下供暖运行平稳，居民满意度逐
年提高。

据悉，民权县城市集中供热工程是 2015年民权县政府
和中环寰慧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一项民生工程，该工
程采取BOT运作模式，总投资约 3.6亿元，总供热面积为
500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投资 2.1亿元，供热能力 260万
平方米。该供热工程主热源为国电民权电厂，汽水换热首
站将电厂蒸汽转换高温热水，高温热水通过热力管网及换
热站实现城区集中供热。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新源热力公司为了进一步做
好供热服务工作，提高供热质量、降低供热成本，他们投
资 200余万元对供暖系统进行了技术改造。公司在非供暖
期间对全县供热系统进行了全面检修。他们首先对上季采
暖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尽快维修，确保采暖季前
全部完成整改，正常供热。其次是加强了设施设备的检
修，在采暖季前对压力容器、循环泵、补水泵、板换机
组、电机检测保养、人员安全生产及技能培训、管道保温
及蒸气阀门防护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全力排除安全隐
患，确保了全县安全稳定供热。

民权县

多措并举做好今冬集中供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