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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乡村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 王艺
霏）近年来，中原区紧紧围绕“做好人才这
篇大文章”，坚持把人才作为推动发展的

“主引擎”，通过建机制、拓渠道、强宣传、
营生态“四轮驱动”，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抓好“一机制”，筑牢联动体系。坚持
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专题研究、重点
推进人才事项；健全人才服务体系，分别
组建中原区人才服务专班、局委和街道人
才服务专员“三支队伍”；实行人才动态管
理机制，建立重点企业、研发平台、高校院
所和海归人才等“四个信息库”，形成一整
套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奏好“两部曲”，拓宽引才渠道。实
施“项目+人才+团队”的一体招引培育
工程，成功签约武强等 8 名院士领衔的
团队项目；2021 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在郑州举办期间，将陆续推出

“企业家进中原，助推创新创业”活动、
“科创中国”技术路演（中原）专场、“健康
中原”高峰论坛等活动。

用好“三招式”，强宣传浓氛围。第
一招编好“两书一片”，即人才政策汇编
册、有声书和宣传片，多渠道开放下载，
确保宣传“入脑入心”；第二招做好政策

“六进”（进核心片区、科研院所、企业、
社区、医院、高校），采取“线上+线下”、

集中与上门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率先
举办了政策解读宣讲会和 16 场巡回宣
介活动；第三招讲好人才故事，在市区
两级媒体集中推送优秀专家人才创新
创业典型事迹，营造尊才爱才浓厚氛
围，确保人才工作有“好声音”。

下好“四步棋”，优服务营生态。一
是树立“沉下去”导向。由中原区主要领
导分别带头沉下去，上门服务核心片区、
重点企业、科研院所等，到 30 余家企业
开展“面对面”宣讲，为中机六院等 15家
企业协调兑付专项奖补共计 1000 余万
元，成功申报创新创业团队 3个，郑州市
高层次人才 8 名，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

基地 1 个。二是推行“全链条”服务模
式。线上畅通了“2+2”服务，即 2条人才
服务热线和 2 个服务保障微信群，线下
开展了“1+1”服务，即由中原区人才服
务专班 1 周提供 1 次上门宣讲、开门纳
谏、登门办理等“保姆式”服务。三是建
好人才温馨之“家”。高标准打造“人才
之家”，整合设立“一站式”服务窗口，为
辖区人才提供个性化、常态化贴心服
务。四是营造“拴心留人”发展环境。创
新举措，为高层次人才及其团队落实住
房保障；量身定制，为辖区优秀专家人才
提供“一对一”健康体检，多措并举掀起
优质服务热潮。

中原区把人才作为推动发展“主引擎”

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本报讯（记者 张立 通讯员 朱少奇）今年以来，新郑市以

“讲唱观演展”五个字为抓手，深入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新郑市结合党史学习，同步推进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宣讲。组建 6个宣讲团、120余人，开展宣讲
“五进”主题活动 200余场。新郑音乐家协会组建党史音乐课
教师团队，对全市 39个合唱团、1950余名合唱队员进行教唱
培训，在各乡镇街道开展党史音乐课17场。“千场红色电影”展
演，累计在全市机关、学校、企业和社区（农村）等放映红色电
影1876场次，观众达7.5万余人次。

为展示和检验学习成果，新郑市还组织线上线下党史知识
竞赛、党史故事汇、“学史力行践初心·防汛抗疫党旗红”党史学
习教育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参与党员干部群众近6000人。

新郑市多举措
推进“四史”学习

近日，管城区十八里河街道开展“学党史进社区 悟思
想办实事 温暖最后一公里”大型系列公益活动。累计组
织老年文娱活动30余场，护理培训20余场。

本报记者 王思俊 摄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李磊）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为辖区企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优质的政务服务，近日，经开区
综合行政执法局组织开展“一把手”走流程活动，从群众角度出
发，深入查找突出问题，为辖区企业和群众真办事、真“找事”。

昨日上午，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冀新富以“临时
代理人”身份来到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城市管理综合受理窗
口，通过“亲自办”的方式体验“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审批”

“户外广告备案”等事项办事流程，感受了解群众的需求，实
打实帮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题。

随后，冀新富转换角色，以窗口工作人员的身份体验窗
口工作，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点对点体验办事效能，全流
程、多角度为企业和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提升服务便利度、
快捷度、满意度。针对体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冀新富现场
进行交办，要求窗口工作人员要查遗补漏，不断推动政务服
务流程和服务质量提升，全力提供优质的服务环境。

今年以来，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办事窗口认真落实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流
程，共办结行政审批148件，办理备案共计210件，均在承诺
时限内完成审批和备案。

深入查找突出问题
推动服务质量提升

10 月 18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阳
光洒在二七区福华街街道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明亮又温暖。

居民曹梅英已 91岁高龄，身体容易出
现慢性病，但她不想和子女同住，听说福华
街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后，就来到这里：“在
这吃得好、住得舒服、有人聊天，还有专业
的医护人员照顾，老人安心、子女放心！”

福华街街道是郑州市典型的老城区，
辖区面积 4.6平方公里，总人口 6.9万人，其
中60岁以上老人就有1.5万人，占总人口数
的21.4%。针对辖区这一老龄化的特点，街
道探索了以政府为主导、三甲医院为依托、
民营企业参与的，走医、康、养、护为一体，
实现了“医院—机构—社区—居家”全链式

智慧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目前，辖区设
有1个街道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同时联动周
边12个小型化、多功能的日间照料中心，基
本形成了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在养老服务中心一楼，记者看到，大
厅有综合接待区、心理咨询室及现代智
能适老化设备展示区。“上面这个大屏是
我 们 郑 州 市 建 立 的 智 慧 化 四 级 管 理 平
台，可以对整个二七区内养老机构服务
情况实施监管，下面这个屏幕可以看到
我们福华街街道 1 个大中心和 12 个小中
心的分布点位，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视频、
语音、物联网及 APP 这四种模式与居家
老人互联互通，为居家老人提供上门医
疗、生活照料、康复保健等服务项目。”街

道负责人介绍说。
据介绍，养老服务中心由郑州大学第

五附属医院牵头申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也是国家科技部智慧医养结合推广示
范基地。中心占地面积十余亩，总建筑面
积 1.12 万平方米，有郑大五附院福华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老
年活动中心，共设立各种床位317张。

在失能区和康复治疗中心，郑大五附
院配置了 1名博士、4名硕士组成的康复团
队。4楼为全科医学病区，并设立有三级手
术间。护理站人员实行 24小时值班，对于
突发病情较严重的，中心第一时间开启绿
色通道，转诊郑大五附院就医；对于轻缓病
情的，可以直接来四楼全科医学病区进行

治疗。
中午时分，康养二区的就餐区饭香四

溢，老人们在工作人员辅助下进行就餐。
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主要接收半失能老
人，自 9月 13日开业以来已入住近 70位老
人。老人们的营养餐是由一级厨师和五
附院营养师共同研究定制的菜谱，单餐供
应量能够达到 500人次，真正实现了医养
结合。

二七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以福华街街
道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模板，截至今年年
底，全区将建成 5家医养结合机构，400张
床位。逐步推动养老从单一的养老服务向
医康护养一体化服务方式的转变，为老人
构建起一个安逸的养老乐园。

构建安逸的养老乐园
本报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张旗龙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王浩楠 ）“这一段我们公司刚好
有笔贷款要续贷，就申请了转贷资金，很快贷款就办下来了，解决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巩义万达铝业财务负责人说。

一直以来，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众所周知，随着近段时间铝价
格频繁波动，使得资金和成本大幅提升。为破解这一难题，巩义
市特别设立“巩义市应急转贷周转资金”，以支持企业发展，有效
防止和化解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帮助企业及时获得金融机构转
贷支持。

截至目前，巩义市转贷资金业务共计 139 笔，累计 23.78 亿
元，已累计服务企业 30家，累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8205 万元，
切实解决了相关企业的资金周转难题，支持了该市企业平稳健
康发展。

巩义设立企业应急转贷资金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
员 张红玲 宋若寒 文/图）10 月
18日，中牟县大孟镇镇区社区文
化活动广场，30多名来自郑州市
歌舞团的演职人员用优美婀娜
的舞蹈、赞美的歌声唱响了“舞
台艺术进乡村、进社区”的主题。

下午 3点，演出在群众的期

盼中开场了，一曲《锦绣前程》掀
开演出序幕，武术表演、琵琶独
奏把演出推向高潮，舞剧《水月
洛神》更是把古典美和传统文化
完美地呈现在了群众眼前，让群
众身临其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郑州市歌舞剧团此次在大

孟镇演出共有两场，分别在大孟
镇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楼报
告厅、大孟镇区社区举行。

据了解，当日上午，郑州市
歌舞剧院“舞台艺术进社区”文
化惠民演出活动还走进中牟县
刘集镇绿博家苑社区，为辖区居
民带来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宴。

舞台艺术进社区文化惠民零距离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
员 宋跃伟 文/图）10 月 18 日上
午，由河南豫剧院三团、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市分公司
联合主办的《豫剧》特种邮票首
发仪式在登封市朝阳沟村举
行。随着《豫剧》邮票的发行，

“银环拴宝”将带着邮戳走出朝
阳沟，进一步传播豫剧文化、繁

荣豫剧艺术。
登封人文厚重、文化灿烂，

也是著名的戏曲之乡，在朝阳沟
一个村，就产生了豫剧现代戏的
扛鼎之作《朝阳沟》和曲剧力作
《卷席筒》两大名剧。《豫剧》邮票
在豫剧现代戏《朝阳沟》故事发
生地进行首发，将进一步促进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更

多人领略到中原文化、黄河文化
的大美，增添嵩山文化、天地之
中的新魅力。

据了解，这套《豫剧》特种邮
票选取了《花木兰》《七品芝麻
官》和《朝阳沟》三个豫剧经典剧
目，分别表现了木兰从军出征、
唐知县读状纸、银环和拴保毕业
后出发去往朝阳沟的故事内容。

《豫剧》特种邮票在登封朝阳沟首发

在位于巩义市芝田镇的郑州市美丽乡村——北石村，
干净整洁的水泥道路，错落有致的农家小院，和着乡村振兴
的号角声，映衬在乡间田野。

面对全市上下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如火如荼地开
展，北石村以村规民约为抓手，利用“软引导”+“硬约束”相
结合，潜移默化中形成勤俭节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不
仅破除了农村的陈规陋习，更是让乡风民风好起来、人居环
境美起来、文化生活富起来，让文明乡村遍开文明之花。

10月 18日，记者来到北石村，看到村里的醒目位置，张
贴的村规民约随处可见。新的村规民约内容涉及群众生活
的方方面面，涵盖了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环境卫
生、红白事办理标准等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

据北石村党总支书记刘建安介绍，之前村里红白喜事
大操大办、攀比之风盛行，甚至有些村民借钱也要把事办得

“风光”。村规民约制定后，明确了婚丧嫁娶从简，严禁大操
大办。村里要求党员率先带头不办、少办宴席，并成立了由
村两委干部、老党员、德高望重的乡贤组成的红白理事会，
为群众办事提供“保姆式”服务。办一场事下来，不仅杜绝
了铺张浪费，为村民省下了很大一部分钱，也减少了他们的
攀比心理和邻里纠纷。

村规民约实行后，不仅村里办红白事有约可循，村民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有章可循。村民素质有了明显提
升，大家都自觉参与创建工作，党员干部带头，房前屋后、村
组道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村容村貌也有了明显改善。近
年来，北石村每年都会评选出一大批“好媳妇”“好婆婆”“美
丽庭院”“星级文明户”等先进典型，进行广泛表彰宣传。同
时村里还成立了乡村振兴读书会，每周一、三、五晚上坚持
开展读书活动，从党史教育到传统文化，内容丰富、涵盖面
广，村内读书之气蔚然成风。村里还成立“甜嫂美乡村”志
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清洁家园、环境保护、政策宣传、传播
先进文化等各项活动中，带动乡风民风持续向善向好。

乡村美，看“颜值”更看“气质”。优秀的村规民约是一
面旗帜，指引着村民改变言行举止。如今的北石村，遵守
村规民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画卷正在绘就。

乡村遍开文明花
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

文明家庭

“歇一会儿吧，中林，我回去给恁大伯倒碗水喝。”这两
天难得的好天气，中牟县姚家镇梁家村的周香花在红薯地
里忙碌了一下午，还一直放心不下大哥，趁着休息的空儿，
给孩子招呼一声，骑上三轮赶回了家中。

说起周香花，梁家村的群众无不伸出大拇指，她是远
近有名的好婆婆、好媳妇。周香花的丈夫兄弟四个，老大
和老三都没结婚，跟着他们家生活，大哥梁石硅从小腿脚
不便，没有劳动能力。她自从嫁进梁家，就为丈夫分担起
了照顾这一大家子的重任。

12年前，周香花丈夫去世，整个重担几乎压在了她一
个人身上。十几年来，周香花任劳任怨，无微不至，一直将
三哥照顾到去世。

大哥梁石硅今年 84岁了，除了腿脚不便外，身体还很
硬朗，耳不聋眼不花，说起现在的生活，开心得像个孩子：

“现在生活可好了，弟媳妇儿还有侄子侄媳妇儿们对我都
可好，我的日子很幸福。”

说起这些年的难处，周香花眼睛红红的，强忍着泪，“咋
能不苦啊，不过我啥时候都没在街坊邻居面前落过泪，这个
家是我的，这些亲人是我的，我不照顾谁照顾？现在苦啊累
啊都过去了，俩孩子也都成家了，我也抱上了孙子。这么多
年和俩儿媳妇没有红过一次脸，他们现在都怕我苦着累着，
啥忙都帮。我就是有点担心大哥，我今年都70岁了，体力没
有以前好了，怕将来没精力照顾好大哥啊……”

话音未落，儿媳妇晓利就笑着喊起来:“说啥咧妈，还
有俺们啊，你吃了这么多年苦了，把好家风传给俺，俺该

‘接班’照顾大伯了，现在咱家条件也慢慢变好了，你也该
享享福了！”

“周香花家是县级文明家庭，她家的事儿对我们村群众
影响很大，在她的带动下，街坊邻居比着尊老爱幼，这和最近
几年我们姚家镇大力宣传推广‘传承好家训、树立好家规、弘
扬好家风’是分不开的，像香花这种好人好事，年轻人不但看
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也都体现在了行动上，这种好的风尚
就是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梁家村支部书记梁永周告诉记者。

把好家风传下去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李会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