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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多方协助农民工追薪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朱少奇）近日，新郑市某建筑企业负

责人张某，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该市公安机关进行批捕。
截至目前，新郑市年前受理的欠薪案件共计 71件，目前已完全处理
到位67件，累计为1235名农民工追发工资报酬3200余万元。

目前，新郑市接收省督办的案件 18件现仅余 4件。为加大遗留
案件处理力度，该市专门成立了以辖区政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
参与的专案组，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顺利开展。

据介绍，为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治理工作，新郑市组织该市
人社、住建、交通运输、财政等部门成立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小组工作例会，对各自职责任务进行分解明确，
对新近发生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和整改落实情况进行通报总结。
此外，新郑市根据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针对欠薪问题建立了
统一的台账，对照目标管理考核细则逐条进行分析，确保形成制度完
备、责任落实、监管有力的综合治理格局。

二七全面整治裸露黄土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费晓歌）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建设美丽和谐二七，连日来，二七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开展黄土
裸露整治工作，切实改善辖区生态环境质量。

为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区黄土裸露情况，二七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分别对辖区内公园（游园）、区管道路、单位庭院、在建工地等开展黄
土裸露排查工作，对黄土裸露地点、裸露面积、负责单位、现场状况等
进行详细统计，分类分项，综合施策。针对施工物料及现场裸露地面
全部采用防尘网进行遮盖，施工过程中，全程采取湿法作业，避免施
工扬尘现象。施工完成后立即组织对施工现场进行清理，严厉杜绝
施工遗留。

在建绿化工地管理方面，从进场开始就将扬尘污染治理等文明
施工问题作为重点内容予以保障，提前谋划，设施到位、三员到位，
切实做到建设工地“七个 100%”，重污染天气坚决按照管控坚决实
现工地停工。以“全覆盖、无死角、保重点、建长效”为方针，对辖区
公园、游园、绿地及区管道路全面开展补植补栽。截至目前，共计补
植补栽乔灌木 2.3 万株，补栽各类地被 4.38 万平方米，裸露现象得
到了有效治理。

巩义警示教育片巡演启动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贺晓歌）如何提升全民安全素质，提

高全民应急防灾避灾意识和能力，巩义市近日启动 2018年“安全生
产月”活动。

根据该市 2018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安排，自 6月 1日起，
巩义市委宣传部、巩义市安委会办公室选取各行业生产安全事故警
示教育案例、公益广告在巩义市电视台高频次播放，并在巩义市人
民广场、文化艺术中心、各镇（街道）中心广场等大型人员密集场所，
聘请专业电影播放人员开展“百场警示教育影片巡演活动”。

据了解，巡演活动将在该市市区、各镇（街道）播放警示教育影
片100场次，每天晚上7：30准时开始，在市民纳凉游玩之时，为市民
普及安全知识，进一步强化和提高市民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受到市民一致赞扬。

中牟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龚小慧）记者昨日获悉，随着中牟

县君泽消防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网上办理成功，中牟县企
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全面正式开启。

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全面实施后，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专
业合作社等各类市场主体申请办理各类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
及备案、股权出质登记、电子营业执照领取等项工商登记业务，均可
通过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门户网站的“河南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网上服务平台”在线办理，无须再到窗口提交纸质材料。

中牟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刘国义告诉记者，此举将传统的“面
对面”服务转变为“键对键”服务，突破了地域空间和办公时间的限
制，进一步提高了工商登记便利化，真正实现了工商登记的“无纸
化、零见面”、经营者办理营业执照的“零跑腿”。不仅省去了企业排
队的等候时间，而且在非工作日也可以提交注册申请，1~3个工作日
内就能颁发电子营业执照。企业网上核名申请、股权出质登记申
请，可在1个工作日内办结。

金水开放人防科普体验馆
本报讯（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刘艳亮 王一鸣）昨日上午，随着一

声铿锵有力的宣告，全市首家人防科普教育体验机构在金水区热情
敞开大门、喜迎广大市民。

在杜岭街的这家纳凉点兼体验馆，开放仪式上就吸引不少市
民：有的仔细观看人防教育展台，有的专注收看人防宣传视频展播，
有的认真聆听金水区风马旗应急救援队的防灾减灾救助知识讲解，
有的亲身体验附近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站式”免费健康体检……

今年 6月，金水区人防办率先在全市建成了互动体验、科普教
育、避暑纳凉等功能相融合的人防科普教育体验馆。场馆依托原有
人防工程进行建设，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总投资近200万元。整
个场馆由人防“五进”教育展厅、人防教育微宣室、地震减灾模拟体
验厅、电子视觉展厅和多功能展厅等五大主体展厅组成，并设置有
人防E线通、VR体验等多种高科技媒介展演形式，集知识性、趣味
性和互动性于一体。同时设置了报刊区、影像区、棋牌区、文化展演
区等避暑纳凉区域，供广大市民群众夏季消暑纳凉。

上街多举措助推“以案促改”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穆文涛 韩 霄）“通过刚才的集中

警示教育学习，我发现这些反面典型的共性问题首先都是放松了
学习，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政治修养缺失，普遍存
在不按制度办事，不主动接受对领导、同事、人民的监督，从小事一
步步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这是近日在上街区纪委机关第五党小
组以案促改警示教育专题学习会议现场，该区纪委一位干部的即
兴发言。

据了解，今年 5月中旬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以案促改工作开展以
来，上街区纪委监察委创新开展“问心、戒尺、刻印”三个专项活动，
即：唤醒初心，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应；戒尺立规，补齐不能腐的制
度短板；党规刻印，激发不想腐的内生动力，同时与全区“作风建设
年”活动相结合，把“警示、剖析、整改、立制”四环节覆盖到系统内
每名党员干部，用问心促警醒，用戒尺规两线，用刻印补短板，持续
打造“忠诚坚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纪律部队，为巩
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
坚强保障。

“爸，你多吃点。”儿子黑启亮边给父
亲夹菜边说，“中，孩儿，你吃，你吃。”李良
军答到，“爸，那么多新衣服你也不穿，旧
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女儿黑旭半开玩笑
着说。“要啥好看，年龄大了不讲究。”李良
军笑着对女儿说……昨日，记者走进荥阳
市孙寨村李良军的家门就看到了这一幕
温馨画面。

其中的父亲叫李良军，是和黑启亮黑
旭兄妹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1996年 1
月，从湖北省房县来河南打工的李良军迎
娶了丈夫去世带着两个孩子的王爱仙，当
时，儿子黑启亮11岁，女儿黑旭9岁，还有王
爱仙的前夫治病欠下了7万余元的债务。

“养家、还债都需要钱！我就去砖窑
厂做劈土工，说不累那是假的，但是挣钱
多，那时候日子也能过去。”

安稳的生活真正被打破是在儿子生
日那天，王爱仙哭着说她患了肺癌，李良
军的脑袋一阵轰鸣。

“我安慰我老婆说没事，我拼命赚钱，

一定能把你的病治好！”
所有的钱全花光了，仍然没有能够

挽回妻子的生命。临终前，王爱仙对守
在病床前的丈夫说：“良军，我怕真不中
了，这俩孩儿我就交给你了。”刚结婚一
年多的夫妻，四目相视，泪流满面。李良
军双手捧着脑袋，不知道此时该是点头,
还是摇头……

妻子出殡那天，李良军看着哭成一团
的两个年幼的孩子，还有这个已经残破不堪
的家，他扑在妻子的棺木前承诺道：“你放心
走吧！只要我在就一定让俩孩儿有个家。”

李良军 1962年 6月出生，6岁时失去
了母亲，15岁时父亲去世，由比他大 3岁
的哥哥抚养成人。一个不被生活善待的
人最能识得苦难，也最能面对苦难。

“那时压力最大的时候觉得整个人都
要炸了，但是孩儿小，我不能跟他们说
啊！再苦再难我良军也要抗住。”

那些年，常常是刚到家，要债的就堵在
家门口。“我说每个月只能挣那么多，但是只

要我良军还在，这个钱绝对少不了你们的。”
“除了留下家用，剩下的钱全部用来

还账了！”“小账要攒，还账要狠！”这是多
年来李良军的深刻体会。

“我老婆刚去世那会儿，很多人都劝
我走，我当时很坚决地跟他们说我答应他
妈妈要照顾这俩孩儿，我良军言而有信，
我不走，俩孩儿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营养
不能缺少。李良军每周都会去集市上买三
四斤排骨回家给孩子炖上，俩孩子把肉吃
完，他就喝剩下的汤；买的时令水果，俩孩子
吃不完直到放坏了，他也不舍得尝一尝。那
些年，每天无论多忙，他都不忘给孩子洗衣、
做饭；每周哪怕再累，也要给孩子改善伙食；
每年再穷，也要给孩子买新衣裳。

“我冬天特别怕冷，俺爸能跑了十几
里路给我买个火炉让我取暖。”“虽然没有
亲生父母，但是我们有爸爸，我和我哥并
没有觉得比别人缺少什么。”女儿黑旭流
着泪说。

十几年的打工生涯中，李良军装过钢
筋、水泥，卸过木材、地板砖，靠繁重的工
作逐渐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为儿子、女儿
办了婚事。

2005 年，黑启亮结婚。婚礼当天有
人小声说：“李良军不是他爸。”黑启亮听
见后，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您是我的亲
爸，您比我亲爸还亲，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您的养育之恩！”

23年过去了，这个吃了太多苦的父亲
终于获得了属于他的幸福。“爷爷，你的衣
服我来给你洗！”12岁的孙女黑紫怡说。

“爸，饺子放桌子上了，你趁热吃！”年初一
李良军想多睡会，儿子黑启亮把饺子端到
床前说。“爸，您辛苦了，以后我们孝顺
您！”女儿黑旭说。

“人都是三穷三富活到老，疯疯癫癫
都要过，是风是雨都要趟。”现在，李良军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变得淡然、从容，他
知道他的苦日子已经过到头儿了，幸福已
经向他迎面走来……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宋跃伟）端午将至，正是收获艾草的季节，
这两天，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党支部书记
谢春光连轴转，既要组织村民们收割艾草，
还要同艾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商谈艾草深加
工项目。目前，艾丰合作社流转土地 500
亩，每年收获艾草3次，年产艾草2250吨，
产值150万元。“艾草深加工项目已带动贫
困群众务工 20人，每人每年收入两万元，
还为赵庄带来村集体收益每年 30万元。
现在村两委班子干劲十足，争创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红旗村信心很足。”谢春光说。

赵庄村是登封市实现基层党建与乡
村振兴同频共振、良性互动的缩影，今年
以来，该市全面开展以“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争创基层组织建设红旗村、脱贫攻坚
红旗村、产业发展红旗村、人居环境红旗
村、社会和谐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为
主要内容的“党建领航·‘六村’联创”活
动，做活做强了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登封市、乡两级财政投入1亿多元，作
为争创活动的保障资金。除在基础薄弱的
村级阵地、村级集体经济等方面加大投入、
补齐短板外，设立了专项资金，以奖代补，
对红旗村两委干部在工作报酬基础上再
进行奖励，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为避免争创成功的红旗村出现不思进取
的心态，登封还规定每年底在评选新一批
红旗村的同时，原有红旗村的荣誉称号自
动撤销，并参与新一轮的评选，从评选措施

上确保了活动常抓常新、优上劣下。
清澈的河水、古老的拱桥、郁郁葱葱

的山林……君召乡晋窑村以另一番山乡
风光吸引来游客。该村曾是省级贫困村，
近年来，晋窑村两委和驻村第一书记共同
谋划产业项目，确立了以农业结构调整带
旅游、用旅游带产业的发展模式，建设宜
居、宜游、宜农的美丽乡村。村党支部书
记吴洪甫介绍：“依托挡阳山自然风光，我
们将准备动员村民在山坡梯田上大面积
种植油菜花和各种果树，吸引更多的游客
来这里休闲旅游。”

为压实乡镇主体责任，登封市的“六
村”联创工作确定由登封市组织部等 6单
位牵头，登封市纪委等5单位配合，建立了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全市提升”的工作机
制，分领域负责、条块化实施、组合式发力，
并坚持“月督导、月通报、月观摩”。截至5
月底，全市共组织月观摩活动37次，排查交
办各类问题2103个，督促311个村级组织
谋划编制了集体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今年，登封市一批带动力、发展力强
的村干部顺利通过村两委换届，再次激
发起没有产业和资源优势的村谋发展、
夺红旗的积极性。中岳办事处康村村党
支部书记杨宗然说：“我们已先后到送
表、石道、君召等乡镇进行了参观学习，
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两委成员研究谋划因
地制宜的发展方式，到年底也要争创几
个红旗村！”

登封：“六村”联创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梁冠荣 朱美英 文/图）为提高农技
推广人员业务技能水平，发挥试
验示范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近
日，中牟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补

助项目试验示范基地观摩培训会
在狼城岗区域中心站试验示范基
地举行。

观摩会上，狼城岗区域中心站
站长弓增志为参会人员详细介绍

了马铃薯塑料大棚栽培技术、促
腐剂处理有机废弃物新技术、鲜
食番茄示范种植等技术流程。60
名村级农民技术员仔细听、认真
学、耐心问，下一步将把所看的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运用到农业
生产中去，通过讲给村民听，做给
村民看，带领村民学科技、用科
技，辐射带动周边群众科学种田，
促进农民增收。

随后，与会人员实地查看了鲜
食番茄品种示范展示基地，并观看
了马铃薯收获机、秸秆粉碎机、翻
堆机等现代化农机具的实操作
业。通过现场讲解、展示，参会人
员热情高涨，积极与技术人员进行
交流学习。另外，狼城岗区域中心
站与郑州市蔬菜研究所将试验示
范内容、生产记录、生产效益等方
面综合分析后，精心印制技术明白
纸印发参会村级农民技术员，在观
摩中，许多村级农民技术员反映这
些技术和品种展示使他们受益匪
浅，不仅开阔了眼界，更学到了许
多新的蔬菜栽培模式、技术。

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韩军丽 林姝媛 文/图）
“哇，太神奇了！我也要试试！”11 日下午，在惠济区大
河路中心小学校园里，一群群热情似火的孩子，围在一
个个神奇的“箱子”前，不断地发出尖叫和质疑。原来，惠
济区委统战部、区科协、民进惠济一二支部联合开展的

“科普大篷车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走进了大河路
中心小学。

这一个个神奇的“箱子”，正是装满了神奇的科学奥
秘的科普展品。此次科普活动共展出手蓄电池、翻转的
镜像、懒惰环、双曲夹缝、锥体上滚、看谁跑得快、最速降
线等科普展品教具 20 余件，涵盖力学、机械学、电学、数
学、磁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孩子们通过听讲解、动手操作
科技展品，亲身体验了科技的魅力，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给
他们带来的快乐。

非公企业加强交流促党建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张佳莉）一座楼宇就是一

座红色基地，一个个企业落地生根，助推着郑东新区非公企
业党建茁壮发展。日前，郑东新区祭城路街道组织辖区“两
新”党组织负责人以及城市社区党务工作者，到圆方非公企
业党建活动基地参观学习，交流新时代楼宇党建特色品牌
建设之道。

记者了解到，郑东新区已建成投用的 204 栋商务楼
宇，祭城路街道则是东区楼宇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楼宇
也成为非公企业的集聚地。为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
进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创新发展，该街道组织到圆方非公有
制企业党建活动基地，参观圆方企业文化长廊和党建阵
地，了解了圆方企业的党建工作思路、党建文化、特色党建
工作。随后，并与圆方企业进行“书记面对面”座谈交流活
动，从企业党建发展规划、党建工作如何促企业发展等多
个方面交流经验，现场答疑，为辖区非公党建创新发展凝
聚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关江娜）“温暖二七”全民参与“公
益+”行动过半，成效如何？为了让
居民群众得到更精准、更专业的社
会服务，近日，二七区对行动第一
批项目进行了中期评估工作，16家
社会组织和 16个镇、办、管委会承
接的27个公益项目参与了评估。

现场，为保证评估工作的科学
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评估分为两
部分，一部分由“公益+”项目牵头
指导方、属地管理方、爱心资助方
代表、财务人员、专业社工等组成
的评审小组，对社会组织和公益项
目依次进行评估。评估小组通过
听取各项目关于服务成效的 PPT
汇报，全面审核服务材料、评估服
务成效、检查项目财务使用情况以
及分析各项目档案管理和财务管

理方面的规范性。另一部分由区
慈善总会现场确认，并联合相关街
道开展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调
查。通过线下居民满意度调查和
线上电话访谈服务对象两种方式，
调查项目实施成效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并及时将调查和访谈结果传
达给评估小组。

据介绍，二七区于去年 10 月
份正式启动了第一批“公益+”项
目，涉及便民利民、困难帮扶、特殊
关爱、文化惠民、宜居改善 5大类，
形成了 25个大项目 48个子项目。
通过广泛动员，71家爱心企业、22
名爱心个人积极参与项目认领，筹
集善款达 700余万元，更好地满足
了广大群众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通过半年的项目运行，各“公益+”
项目思路日渐清晰、理念不断创

新、效果日社会组织服务类项目切
切实实让辖区群众感受到了“身边
的公益”，便民设施及环境改造类
项目也真正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效
果，各项目组累计开展各类群众活
动 1000 余场，受益群众 3 万余人
次。特别是锐普书屋、暖心小厨、
星星课堂、杂院变形记等一系列特
色项目在营造社益凸显，区文化氛
围、满足民生需求、关爱特殊群体、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等方面起到了
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二七区温
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中期评
估结果，将作为后续项目资金拨付
的重要依据。下一步，该区将继续
组织开展公益服务活动，不断提高
项目服务成效，让“温暖二七”全民
参与“公益+”行动真正成为老百姓
的暖心工程。

提技能强技术
中牟举行基层农技观摩培训会

温暖二七“公益+”项目开展中期评估

“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

李良军：
用爱缔造一个幸福家

本报记者 史治国 通讯员 王雪倩 文/图

李良军
（右一）其乐
融融的一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