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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了定鼎门社区、英才社区，此行
受益匪浅。英才社区的五级网格化体系为
我们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提供了借鉴，定鼎
门社区的 360 工作法让我们学会了更好服
务群众的方法。回去以后，我们一定要把
这些好的做法用在社区治理、服务群众
上。”三门峡市湖滨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深有感触地说。

定鼎门社区、英才社区火了！连日来，
栾川县、宜阳县、老城区等十几个县区和三
门峡市部分县（市、区）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带队到这两个社区观摩。这两个社区何以
如此声名远播？其背后是两个社区的小区
治理、服务群众的做法卓有成效，经验深入
人心，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老百
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这些是洛龙区在做强街道、做优社区、
做实系统、做活治理上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洛龙区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穿城市基层党建
高质量发展始终，紧紧抓住城市基层党建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这个关键，不断巩固党的城
市执政根基。

在框架完善上，洛龙区着眼构建“1+5+
3”体系，明确路线图、时间表，在9个街道普
遍构建“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小区党
支部—楼栋党小组”的党建架构，将党建工作
与城市管理、服务民生等充分融合，提高城市
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开元路街道党工委探

索形成的“一重心双孵化五同步”小区治理工
作方法，盘活了资金缺口 7000 多万元的恒
信绿地公馆问题楼盘，化解了元华国际小区
物业管理不到位、停车难、信访矛盾多、业主
与物业难调和等多方面问题。

在机制运行上，洛龙区推广运用街道“三
征三议三公开”工作法，出台社情民意“信息
直通车”、事务共商“圆桌议事会”、解决问题

“现场办公会”的议事规则，34个社区党组织
征求群众意见建议1300余条，发布动态信息
3324条；建立社区服务需求、资源、项目“三

张清单”制度，社区党组织和驻区单位一对
一、一对多、多对多开展项目共担共办活动，
共设立需求清单134个、资源清单118个，设
立项目清单106个，完成项目96个。

在作用发挥上，洛龙区建立健全“人往基
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往基层倾斜”的保障
体系，高标准打造东方今典社区、兴洛湖城市
驿站、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等开放式组织
生活阵地，协调邻里中心办公用房 8574 平
方米，进一步夯实阵地保障。定鼎门社区的
4 个小区党支部以“给群众最满意的服务”

为宗旨，点单办理群众需求事项，联合河科
大一附院、新区人民医院等，培养全科医生
并反哺小区，实现医疗服务小区“零距离”。

惠双元 王睿婕 文/图

洛龙区：

服务群众“零距离”基层治理显成效

英才社区开办书法绘画班英才社区开办书法绘画班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7日，“听民声、办实事、建
机制、治顽疾”洛阳公安队伍教育整顿深化拓展二十条
专项活动新闻发布会召开。

此次专项活动围绕全市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展
开，坚持开门评警、刀刃向内，着力解决影响公安执法
满意度和公安队伍形象的重点问题。

据介绍，4月底前，我市各分县局、派出所将设立
“案件受理室”，统一外观标识，实行24小时民警值班，
严格落实首接责任制，进一步方便群众报警求助；全面
实行“不予受理、不予立案、案件移交”等程序审批，严
禁随意决定、口头告知、口头移交等；在市县两级公安
机关法制部门设立“受立案监督管理中心”，监督和管
理本级受立案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查处整改；在市
县两级公安机关设立24小时“受立案咨询电话”，及时
接听解答群众的咨询和疑问。

根据部署，我市警方将在“一门通办”试点基础上，
继续推动窗口服务业务融合，整合行政区公安服务窗
口，拓展户政、出入境、车驾管等业务，努力实现群众办
理公安业务“只进一扇门”；6月底前，在涧西、西工、老
城、瀍河、洛龙5个分局，分别至少完成1个公安综合
行政服务大厅选址改造，力争开始试运行。

另外，我市警方还将大力开展“互联网＋政务服
务”工作，将传统的线下警务业务全面向移动互联网转
移；6 月底前，拓展开发“智能客服”“户政业务申报”

“我的警务室”等网上服务功能，努力把“洛阳警民通”
打造成功能完善、群众认可的“网上警局”。

记者从发布会上还获悉，我市警方将查影响群众
满意度的“小毛病”“坏习惯”，实行清单管理，直至整
改解决；查回访是否全覆盖，设立“民意感知中心”，建
设“民意监测平台”，启动对“110警情”“督查12389和
信访案事件”“行政服务管理”“刑事行政案件”4个领
域当事人（受害人）全口径、全覆盖、全周期回访机制。

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此次活动，如有投诉、举报、建议等，可拨打24小时
民意热线66612340反映。

我市警方出台教育整顿二十条
着力提升执法行为满意度

本报讯（记者 赵硕）7日，记者从310国道洛阳境
段（铁门镇至三门峡市界）改建工程（简称310国道二
期）指挥部了解到，目前，该项目的桥梁、下构、梁板预制
等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进行桥面附属结构施工。

该项目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该项目路基工程已
完成投资总额的61.46%；桥梁工程已完成投资总额的
87.56%，其中，桥梁桩基累计完成 567 根，占总数的
97.26%；涵洞工程已完成投资总额的90.66%；隧道工
程已完成投资总额的 87.42%。按计划，4 月中旬，水
稳、沥青路面施工将有序展开，整个项目预计6月底完成。

310国道二期位于我市新安县境内，按一级公路
标准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全长8.111公里，设计为双
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全线设大桥4座、涵洞2
个、分离式隧道1座、互通式立交1处、分离式立交1处。

310国道二期桥梁等
主体工程完工

自地铁1号线开通以来，乘坐地铁出
行成不少市民首选，那么，残疾人乘坐地
铁能否“无障碍”？能享受到哪些优惠
照顾？7 日，记者到地铁 1 号线进行实
地探访。

残疾人持残疾人证可全时段
免费领票

7日，记者从市残联获悉，目前，我市
已有不少残疾人乘坐过地铁1号线列车，
尚未有乘坐不便的诉求。凡持有二代或
三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
均可在各地铁站站内客服窗口免费领取
地铁票。

“残疾人可全时段享受免票优惠。”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关负责人说。

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说，根据我市残疾
人的出行需求，以后会考虑与市轨道交通

集团进一步对接，为残疾人办理地铁卡。

地铁无障碍设施，方便
残疾人出行

7日，记者在位于牡丹广场靠近吉安
北街的地铁 1 号线牡丹广场站 B 出入口
看到，这里有一个单独设立的无障碍电梯
出入口，还有方便残疾人通行的坡道、栏
杆、扶手等设施。地铁1号线牡丹广场站
副站长雷秀霞带记者从这里进入牡丹广
场站站厅。

“在牡丹广场站其他出入口也有无
障碍电梯所在位置的标识和地图，无障
碍电梯里的所有按键上都有盲文。”雷
秀霞说。

“进入站厅，盲人可走盲道。残疾人
朋友凭证免费领票后，会有工作人员帮助
他们进行安检。”在雷秀霞的指引下，记者

注意到，检票口处有一个通道比其他通道
宽，此为方便残疾人通行的“宽口”。“如果

‘宽口’尚不能满足通行需求，可呼叫工作
人员打开人工通道。”雷秀霞说。

通过安检、检票进入后，地面的盲道
和步梯上的盲文，也可指引盲人进入站台
层乘车。

乘车时，记者注意到，地铁列车车厢
和站台基本持平，残疾人可坐轮椅进入车
厢。每节车厢内都有一个轮椅位，在车厢
的相应位置有标识，且轮椅位上有固定轮椅
的安全带，轮椅位对面还有陪同人员座椅。

残疾人乘地铁需要无障碍
服务，可打电话求助

出站和进站通道类似。除此之外，记
者还注意到，在地铁站内，有专为残疾人
设置的无障碍卫生间，卫生间内的坐便

器、洗手台均有扶手。
“坐地铁比坐其他交通工具方便，免

去了抬轮椅的一些麻烦。”市民李先生推
着坐轮椅的妻子正准备离站。

“在车厢内，还会有无障碍电梯所在
位置的提示。”据市轨道交通集团有关负
责人说，地铁1号线的无障碍设施设计和
建设有据可依，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地铁设计规
范》《无障碍设计》等国家标准，在后续的
实践中，还会根据乘客实际需求对无障碍
设施进行提升。

“在各地铁站的出入口均张贴了服务
电话。如果残疾人朋友乘坐地铁出行需
要帮助，可拨打电话求助，也可在地铁站
通过出入口、站内呼叫设备联系工作人
员。”雷秀霞补充道。

本报记者 冯莹雅 通讯员 王亮

如果需要帮助，可通过地铁站呼叫设备联系工作人员

残疾人乘坐地铁“无障碍”

扫码了解二十条专项活动主要
内容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
cn/n/1045312

春日里的偃师邙岭镇，处处是繁忙景
象。昨日上午，记者沿着串联该镇十余个
村庄的乡村公路边走边看，嫩绿的黄杨林
一望无际，似绿色的海洋，种植户穿梭其
间修剪溢枝、攀扎枝干。

“黄杨是邙岭人的致富‘金钥匙’，一
次种植，收益五年，一亩年均收益 2000
元左右。”邙岭镇党委副书记李学辉说，邙
岭探索出来的“特色引领、注重科研、融合
发展”新模式，有效破解了种植分散、销路
不畅、有经验缺技术等问题，夯实了黄杨
种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新模式是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出来
的。”李学辉坦言，邙岭镇属于典型丘陵旱
作区，农业耕作条件较差，但一些村民自
发种植黄杨苗木效益不错。一些企业、个
人看到种黄杨能挣钱，一股风跟种，片面追
求扩大种植面积。结果，田间管理跟不上，
黄杨品质良莠不齐，收益自然难令人满意。

探索新发展模式是今后的唯一出
路。通过总结邙岭几十年的黄杨种植经
验，并经过充分调研，根据种植户意愿，邙
岭镇党委、镇政府摸索出一种新发展模
式：在政府引导下，通过土地流转，划出黄
杨种植区，通过“龙头企业＋明星种植户”
带动，以点促线，以线带面，集群式发
展。同时，该镇筹建网上销售平台，建线
下苗木交易市场，扶持花木经纪人，鼓励
各村成立合作社或鼓励村民成立苗木公

司，采取统一供苗、供肥、技术培训、管理、
收购的方式抱团发展，最大限度分散风险、
增加收益。

“新模式既有利于新技术推广应用，

实现规模效益，也有助于稳定苗木价格，
提高种植户的积极性。”东蔡庄村党支部
书记韩景惠说。

东蔡庄村村民李新堂是黄杨产业发

展的受益者。在新模式引导下，他加入村
里的黄杨种植合作社，一口气种了3亩黄
杨，2017 年卖掉第一批幼苗时已见收
益。去年年底，黄杨全部卖完，他一算挣
了35000多元。

不仅如此，邙岭镇还与多所农林领域
知名高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把一大批

“土专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杨种植能
手。同时，该镇又陆续引进十余个优质黄
杨品种，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种植季，每天都有大货车在镇上的
苗木交易市场排队，咱这儿的黄杨供不应
求。”种植大户晁冰冰说，靠着质量好，“邙
岭黄杨”打响了品牌，很多客商点名要。
几天前，他刚发往雄安新区一批黄杨苗
木，手里还有3个订单等着出货。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年底，邙岭
镇黄杨种植面积约4万亩，拥有花木经纪
公司40余家，从业人员近万人，年均出圃
黄杨7000余亩，年销售额近3亿元。

眼下，“黄杨之乡”已谋划出下一步的
行动计划：年增高标准农田 8000 亩，使
黄杨种植产业在转型中提质增值，进一步
提高市场占有率；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把
优美的生态与休闲观光、采摘、农垦体验、
写生基地、农家餐饮等结合起来，实现三产
融合发展，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擦亮邙
岭“生态乡镇”“黄杨之乡”的“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郭学锋 通讯员 王雷 文/图

偃师邙岭镇多管齐下破解黄杨种植产业发展瓶颈

“黄杨之乡”转型记

7 日，在河南顺晟电气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里，工人们正在组装箱式变电站等设备。

该公司位于孟津，是一家专业从事高低
压成套开关设备、箱式变电站等输配电及控
制设备研发和生产制造企业，拥有先进的生
产装备、制造技术，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记者 梅占国 通讯员 郑占波 许建军 摄

设备技术先进
产品畅销各地

■ 日前，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党风廉政暨行风
建设工作会召开，会议表彰了 2019—2020 年度
全省“群众满意医院”和全省医德医风标兵、先进
个人，我市5名医务人员、4家医院分获殊荣。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郭珈宜和栾川县狮子庙
镇王府沟村卫生室高延昌获评全省医德医风标
兵；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富奇志、史晓飞和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吕建周获评全省医德
医风先进个人；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科技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洛阳市中医院以及洛阳市第一
人民医院获评“群众满意医院”。（王博东 耿梅）

查看黄杨长势

■ 省委改革办日前印发《关于表彰河南省优
秀改革成果的通报》，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省各领域各方面取得突出成效的100项优秀改
革成果进行表彰，我市科技体制改革成果“实施

‘四个创新’、构建‘四大体系’，以科技金融深度融
合助推创新驱动发展”荣获省辖市（区）优秀改革
成果一等奖。 （戚帅华 李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