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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新闻统筹 闫鹏亮

驻村第一书记风采驻村第一书记风采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周长
桥 张 旭）“要把主题教育落到实处，走
进群众家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转
变工作作风，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促进
发展。”12月11日，褚庙乡曹庄村脱贫攻
坚责任组组长薛寒，在走访核实贫困户信
息时说。

据悉，该县在主题教育中坚持“变”字
当头，聚焦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
问题，用看得见的变化回应群众的关切和
期盼，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
动主题教育求实效。

思想观念转变。认真学习、深入思考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使之入脑入心。践行宗旨意识，树牢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开展“三查三问三
亮”（一查党组织是否履行职责，二查党员
作用是否发挥，三查党内组织生活是否落
实；一问入党为什么，二问在党干什么，三
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收获
什么；一亮党员身份，二亮党员职责，三亮
党员承诺）专项活动，把群众满意不满意、
赞成不赞成作为谋事决策、干事创业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将“为民服务”内化于心、外
践于行。加大财政对民生投入力度，实施
好“惠民30件实事”，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作风转变。党员干部转变领导方
式、工作方法，干部走出机关，迈开步子、放
下架子、蹲下身子，到乡村劳动一线、企业
生产前线和广大群众中接受实践锻炼，为
群众及企业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抓好

整改落实，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持续
开展“公款吃喝”“婚丧喜庆”“为官不作为”

“四个不摘”“信访积案化解”等专项治理活

动。推进“千名干部进村联户帮扶”“机关
干部进企业”和“干部作风建设提升年”活
动，着力解决好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目前，已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
题100多件，办实事2000多件，化解矛盾纠
纷241件。

工作机制转变。健全完善“民生热
线”、落实“三项清单”活动，切实提升
群众满意度。对民生问题，特别是历史遗
留问题或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难题，县领
导牵头处理，包案督办，认真解决。推行
村民事务干部代办制，村村建立便民服务
站，乡乡设立便民服务中心，形成“群众
动嘴，干部跑腿”的服务机制。扎实开展
支部提升活动。深化基层党组织“质量提
升工程”，开展以“五规范五提升”为内
容的党支部提升活动，推进基层党支部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持续落实党群服务中
心建设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保障。同时，
结合查摆、整改实际，建立健全干部监督
管理考评长效机制。

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创新招
商引资方式，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以建设国
家火炬民权制冷设备特色产业基地为契
机，实施高新区“五大提升工程”。壮大中
国制冷产业基地目标，对制冷企业给予资
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扶持。加快国家级
湿地公园、国家级森林公园、黄河故道生态
观光廊道“两园一廊”建设，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和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力实施扶
贫开发、城镇化建设和项目建设，着力惠民
生、保平安、优环境，加快转型发展，打造民
权经济社会发展“升级版”，以主题教育高
质量促进经济发展和党的建设高质量。

民权：“三变一升”推动主题教育求实效

本报讯（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王永亮）近日，漫步民权
城乡，一个个惠民工程精彩亮相：民权县第三水厂、东区污水
处理厂、保障性住房建设、生态绿化美化……一桩桩、一件件
惠及民生的实事好事，让老百姓纷纷点赞。

今年以来，民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扬“特别能奉献、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高效率完成各项工作任
务。截至目前，第三水厂、东区污水处理厂、农村污水处理工
程、报春园、竹园等项目大部分已完工，剩余项目也即将完
工。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2月底将全面做好年底项目扫尾
收官工作。该负责人说，2019年任务繁多，比如“水务一体
化项目、农村污水处理厂建设、安置房建设、集中供热管网铺
设、道路景观绿化”等，目前这些项目均已基本完工。

该县住建部门根据县里的总体部署，严把项目设计质量
关，加强项目过程管理，按照“作品、精品、艺术品”要求，
加强了现场监管，严把质量关口，严格竣工验收，力求建一处
工程、添一个景点，少留遗憾、不留后患。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推进重点城建项目进度，今年，该局
领导既挂帅又出征，按“一线工作法”要求，抓好挂联项目从
前期到竣工验收全过程的组织、指导、协调、督查，为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创造良好条件。同时，他们还坚持定期检查与随机
抽查、明察与暗访相结合的形式，实行每周督查、半月通报、
季度挂牌，对项目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管理混乱的，将公开
通报批评、严肃追责问责、跟踪督促整改，确保了工程质量，
加快了工程进度。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担年内工程项目圆满完成

“李书记，俺真不知道该咋感谢你，这羊你一定得收下。”12
月11日，民权县卫健委驻龙塘镇乔口村第一书记李勇正在村委
会办公室整理扶贫档案，贫困户李金功牵来一只山羊，非要送给
他。“你还是把羊牵回去吧，这都是俺应该做的，要谢就谢党
的扶贫好政策。”李勇一口回绝。

李金功是村里的五保户，今年 60岁。2016年，李勇入户
走访时发现他患有脑梗后遗症，吃饭饥一顿饱一顿。两间土坯
房里一张老式的板床、一张掉漆的方桌、一个破旧的衣柜、一
个榆木墩儿，还有几个破旧的马扎，再无其他家具了。

看到李金功的情况，李勇心里一酸：得想法让李金功的日
子好起来。于是，李勇就帮他办理了低保，盖了新房，买了桌
凳，添置了洗衣机，让他享受国家的“六改一增”扶贫政策。
同时，还利用到户增收扶贫项目，帮他买了 7只波尔多山羊。
当年，他卖羊就收入3000多块钱。2017年春节，他养的18只
羊，有10只可以出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劳动节刚过，李金功脑梗复
发，住进了县医院，吃喝拉撒都由他姐夫照顾。李勇得知情况
后，立即带着方便面、火腿肠到医院看望他。“李书记，你专
门来看俺，俺这心里真过意不去。”李金功躺在病床上，紧紧
拉着李勇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

经过治疗，李金功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生活可以自理
了。前不久，李勇又帮他办理了五保，每季度能领 1255元，
这让他的生活又多了一重保障。现在，李金功吃不愁、穿不
愁，这几天，总寻思着给李勇送礼表表心意，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据了解，自李勇驻村以来，通过招商引资，使民权华洋食
品有限公司和河南晶元芯照明有限公司入驻村扶贫车间，吸纳
村里50多名贫困群众务工。同时，协调资金150多万元，给村
里建了 45座日光大棚、10座温室大棚，使贫困户产业帮扶全
覆盖。

“李书记对俺和村民这么好，给他送只羊，他说啥也不
要，俺也不知道咋感谢他对俺的好。”李金功一边牵羊回去，
一边不住地唠叨。

送不出去的礼物
本报记者 闫鹏亮 通讯员 孙琰

“俺有难事就去找他说说，说完心里透亮！”12月 11
日，老颜集乡张辛庄村 80岁的曹德丰老大娘说起驻村第
一书记赞不绝口。该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本存说，曹大娘口
中的“他”就是民权县住建局驻张辛庄村第一书记王峰。

去年 8月中旬，天降暴雨，曹大娘的院墙和门楼都被
雨水泡塌了，老人孤身一人来到村室找王峰，王峰二话没
说，就让曹大娘在村室待着防止出现安全事故，随即和村

“两委”班子商议给曹大娘重新砌院墙的事。当天下午，十
几位村民齐下手就把曹大娘的院墙和门楼修葺一新。

现年 40岁的王峰 2018年 3月来到张辛庄驻村，在不
到两年的时间里，王峰从老百姓的小事难事着手，实实在
在为民解难题办实事，受到了群众交口称赞。眼下的张辛
庄村已经实现了脱贫退出，王峰也被评为“驻村帮扶工作
先进个人”，并被推荐为“商丘市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不给组织丢脸、不给村里添乱、不让群众失望。”
王峰在进驻张辛庄村时向全村党员、群众代表作出了这
样的承诺。

抓好党建强基础

“村级富不富，关键看支部。”王峰清楚地认识到党组
织是村民的主心骨，也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根本保
障。王峰从建强优化基层组织入手，借助村“两委”换届的
机遇，配强了村“两委”班子。近两年来，该村又发展闫庆
忠、张世成两名党员，为村党支部增添了新鲜血液。

为进一步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王峰组织张辛庄村全
体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中央电视台专题节目《榜样》系列，到

李馆地道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通过开展“一堂党课、一场
红色家书朗读、一次入党誓词重温、一次观学活动、一批优
秀党员评选、一篇心得体会撰写”“六个一”系列活动，把开
展活动与村工作充分结合起来，达到了让全村所有党员提
升素质、凝心聚力的作用。

王峰积极带领全村干群兴建了新村室及文化娱乐广
场，硬化村内道路 2公里，安装了路灯 330盏，扶贫车间和
光伏发电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22万余元，县住建局先
后投入 20万余元为村里购置了办公桌椅、电脑、空调，配
置了垃圾桶，粉刷了墙壁。同时，县住建局还多方联系河
南民基、河南利民等企业捐款捐物12万余元，用于张辛庄
村基础设施建设，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观。

“俺村跟两年前相比真是大‘变脸’，特别是路灯安上
后，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村民黄传良说。

发展扶贫产业助农增收

张辛庄村有3354人、4140亩耕地，传统的种植模式广
种薄收，村民几乎全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

2018年 3月，王峰多方联系，积极引进民权强胜服饰
有限公司入驻该村扶贫车间，车间的租赁费不仅给村里带
来部分集体收入，更重要的是安排了全村60多人就业，实
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打工挣钱的梦想。

时下，在该车间打工的有20多户贫困户，35岁的贫困
户张桂香丈夫在北京打工，家里一儿一女都在上学，自己
不能外出，她就来到扶贫车间打工，“俺干活麻利，按照计
件工资，多劳多得，每天最低挣 80多块钱，在家门口打工

还不耽误照顾家，一年能挣万把块钱！”
张辛庄村东面和北面与山东曹县接壤，曹县邻村群众

有种植大棚蔬菜的优势和习惯，王峰就积极与他们对接，
大力发展蔬菜大棚种植，在原有的基础上，2018年发展蔬
菜大棚100余亩，为村民稳定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有了产业，村民们有活干有钱赚，产业才是咱老百姓
的摇钱树！”村支书孟庆真介绍，除了在扶贫车间务工外，
还有更多的老人到蔬菜大棚里剜菜装箱，也不少挣钱。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我毕业后一直在机关单位上班，缺少农村工作经验，
俺只知道驻村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才能心安！”说起驻村
的感受，王峰如是说。

近两年来，王峰始终坚持急贫困户之所急、忧贫困户
之所忧、解贫困户之所难，当他得知平二组村民张坤 3岁
的女儿患有先天性脑瘫后，多次到他家中询问其女儿病
情，并自掏腰包资助张坤 200元，帮助办理住院期间医疗
报销共计 5万余元，还为他办理了低保，并在网络上发起
救助，寻求更多好心人伸出援手。

今年 52岁的辛西组贫困户赵运生身强力壮，但没有
技术，王峰为他申报了县劳动部门举办的技术培训班，最
后他圆满拿到技术培训结业证书。随后又为他联系到山
东青岛建筑工地务工，每月都有4000多元的收入。

“王书记知道俺有风湿病，不能受凉，一入冬就送来电
暖器。”12月 10日，张辛庄村平二组 80岁的贫困户张本身
激动地说。张本身患有心脏病，手术后，王峰多次到有关
部门给老人报销医疗费用。最近，王峰又给老两口找了条
编加工的活计，每天能挣七八块钱。

“脱贫只是第一步，我们在实现乡村振兴的路上还有
很多事要做，眼下我最急的事就是把我们7个自然村的主
街道修成水泥路，让老百姓出行更方便。”王峰说。

做好带头人 为民办实事
——记民权县住建局驻张辛庄村第一书记王峰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文庭雅苑小区所有团购房人：
于 2018年 8月 6日这批客户与河南佳聚置业有限公司

签订了《团购文庭雅苑商品房框架协议》约定：在我司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7日内，您与我司签订正式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并缴纳购房款，我司为您办理网签手续。我司
已于2019年10月24日取得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此前已通
知您到我司签订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办理网签备案手
续，您一直没有来办理签约手续。本次特再次通知您：请于
2019年 12月 12日至 2019年 12月 19日(七日内)到我司办
理。如您未在上述时间与我司签约，我司将不再保留您预
订的房源，请您按本次公告时间办理为盼。

签约地址：文庭雅苑售楼部
联系人：张欢 联系电话:13273708605

河南佳聚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13日

公 告

12月10日，绿洲街道办事处任庄村几位萨克
斯爱好者的演奏引来游客驻足拍照。据悉，河南省

“水美乡村”——任庄依堤傍水，风光旖旎，有民权
县城后花园之誉，是群众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12月11日，民权县委组织部驻褚庙乡柘桑村第一书记汤现江 （左一） 查看黄金杰种植的青菜生长情况。
据悉，黄金杰近两年种植蔬菜走上致富道路后，不忘乡邻，帮助本村10户贫困户调整种植结构，发展蔬菜种
植100亩。 周长桥 摄

12月11日，民权县秋水书院的孩子们在表演
朗诵《读中国》。据悉，“全民阅读，走进民权”活
动由河南省朗读协会商丘分会、秋水书院、民权县
图书馆共同主办，民权县200多名朗读爱好者参加
了活动。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李勇（左一）帮李金功解决养殖难题。 孙琰 摄

民权高新区实施“五大提升工程”，对制冷企业给予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
扶持。 本报记者 闫鹏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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