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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2 月
10日上午，公安部党委委员、副
部长杜航伟一行来漯调研。省公
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朱
海军参加调研。市委书记蒿慧
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尚进，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军信陪
同调研。

杜航伟一行首先来到市卷烟
打假警示教育展厅，察看卷烟制
假设备、假冒卷烟、制假原辅材
料、制假烟机生产模拟现场等，
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了解相关典
型案件。2018年以来，我市将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卷烟打假紧密
结合，成功打掉了一批“以假养
黑、以黑护假”的涉烟涉恶涉黑
犯罪集团，全面遏制了卷烟制假
售假活动，先后受到公安部、国
家烟草专卖局、省公安厅、省烟
草专卖局等表彰。杜航伟对此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这是漯河市卷
烟打假工作取得的明显成果，要
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努力取得更
大成绩。

随后，杜航伟一行来到郾城
区龙城镇回马村，一边了解村里
基本情况，一边察看回马村乡风
民情、村容村貌改善情况，实地
感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村子发生的变化。在观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专题片及听取相关工

作汇报后，杜航伟指出，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
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

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
现伟大梦想。漯河市打响了全省
扫黑除恶第一枪，而且战果不断

扩大，成效持续显现，尤其是像
回马村这样的扫黑除恶重点村实
现由大乱到大治，从根本上改善
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环境。取得
这样的成绩，是各级领导关心支
持、公安干警冲锋一线、相关部
门协调配合、广大干部群众共同
努力的结果，值得充分肯定。杜
航伟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绝不能掉以轻
心，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强化措
施、保持干劲、发扬成绩，切实
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抓紧抓好、
抓出更大成效。

当天，杜航伟一行还来到黄
河路与嵩山路交叉口交警执勤岗
亭，看望慰问执勤交警、辅警，
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候。杜航伟代
表公安部向春节期间战斗在一线
的广大民警送上祝福。他说，执
勤交警、辅警冒着风雪，始终坚
守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工作第一
线，有力地确保了全市道路交通
秩序良好。当前正值春运，是返
城、返乡、返工作地的高峰时
期。大家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守岗位，确保民众出行
安全方便，切实为全市道路交通
秩序良好再做贡献、再立新功。
杜航伟还听取了市交通秩序管理示
范大队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对涌现
出的一大批先进个人称赞不已。

杜航伟来漯调研
蒿慧杰刘尚进等陪同

2月10日，杜航伟一行在市卷烟打假警示教育展厅调研。 本报记者 王庆建 摄

本报讯 （记者 薛宏冰 通讯员 张庆
伟 武 威） 2月10日下午，记者从市公安
局获悉，春节期间，我市社会治安大局持
续稳定。数据显示：2月4日至10日，市公
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48%，治安案件同比下降14%；未发生重大
火灾和交通事故，未发生长时间交通拥
堵，交通秩序总体良好。

为让市民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市
公安局周密部署节日安保维稳工作，召开
专门会议对春节安保工作进行了安排。按
照公安部、省公安厅要求，持续加强指挥
调度、社会面巡逻防控、队伍管理和督导
检查，确保节日期间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持
续稳定。

节日期间，市公安局严格落实“日会
商、日研判、日调度”机制，严格落实24
小时网上巡查管控措施，坚决维护国家政
治安全、网络安全。细化工作措施，明确
责任分工，全市公安民警、辅警、消防执
法人员牺牲休息时间，严格做到“五个强
化”，即强化大巡防、强化大整治、强化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强
化治安安全管理，用自己的“敬业福”，换
取全市人民的“平安福”。在大巡防中，市
公安局统筹整合特警武装巡逻车、交警铁
骑队、市公安局机关巡逻车及分局巡逻力
量，把警力摆上街面，白天见警车、晚上
见警灯，切实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增
强威慑力和控制力，切实维护良好的社
会面治安秩序；在大整治中，全市公安
机关深入推进“平安守护”专项行动，
持续加大重点地区、突出问题整治力
度，以公共娱乐场所为重点，集中开展
反扒工作，集中打击砸车玻璃盗窃、入
室盗窃、街头诈骗、抢劫、抢夺等侵财
犯罪活动；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
全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会同交通运输、
安监等部门对“两客一危”企业进行检
查，对国道、省道特别是通往旅游景点
道路的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启动
路面执法管控机制，确保重点时期、重
点路段有足够警力在岗在位，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在消防安全管理方面，
全市各级消防部门按照既定工作部署，
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有效消除了一
大批人员密集场所、娱乐场所、宾馆、
饭店、老旧居民小区等高危场所的火灾
隐患，始终保持对火灾隐患整治的高压
态势；在治安安全管理方面，全市公安
部门共排查发现矛盾纠纷 162 条，化解
158 条；检查危爆物品从业单位 16 家次、
酒店113家次、宾馆（旅社）113家次，发
现隐患6处，现场整改6处，处置治安案件
67起。

节日期间，全市治安大局整体平稳，
未发生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群死群伤的重
大治安灾害事故、涉爆涉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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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辉
今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

新的起点，新的梦想，新的使
命，激励我们以饱满的热情投
入到各自的岗位中，努力做一
个奋发有为的追梦人。

节后收心，就是要从吃喝
玩乐的过年模式中抽身出来，
从慵懒倦怠的生活方式中振作
起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
中去。从以往的情况看，还有
不少人会继续沉醉在节日的
氛围里， 想 着 多 热 闹 几 天 ，
再开始忙活也不迟。一些上
班族还会因为贪图玩乐而导
致 久 久 不 能 进 入 工 作 状 态 ，
更有甚者，工作懒散、迟到
早退。

节后收心，需要迅速调整
好作息时间，让松弛的身心回
归常态；需要将年前的事情与
年后的安排有机衔接起来，把

节日里蓄积的能量激发出来；
需要强化督导检查，严格考勤
制度，加强队伍管理。

节后收心，需要统筹谋
划、趁早行动。对于上班族尤
其是政府机关、窗口部门的工
作人员来说，迅速收心、安心
工作，既是岗位职责的要求，
也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实需要。
如果政府部门唱“空城计”或

“人在心不在”，就会出现事难
办、脸难看等诸多问题，而且
会影响政府形象。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
放飞梦想的时节，让我们满怀
希望踏上新一年的征程，用奋
斗开启更加幸福的未来。

及时收心 努力追梦

本报讯（记者 张华朋 通讯
员 韩 静 陶晓阳）“以前，村里
没啥集体收入。去年，县里把临
颍县村级集体经济工业园的两大
间烘干窑给了我们，第一年的分
红 50570 元已经到账。我们拿出
一部分帮扶贫困户，一部分用于
村里的基础建设和民生支出。今
年，我们还想再投资一个光伏发
电项目，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
入。”近日，窝城镇窦庄村支书窦
纪才兴奋地告诉记者。

近年来，临颍县围绕解决村
集体无钱办事的问题，以农村产
权制度改革为契机，深入实施

“双增”行动，坚持“典型带动、

因地制宜、点面结合、集约发
展”的原则，按照“村为主、乡
指导、县统筹”的要求，强化六
项措施，不断增加村级集体经济
收入，增强村级组织活力，确保
村级集体经济整县推进，实现全
覆盖目标。

清产核资摸家底。2018年以
来，该县实行县乡统筹，集中清
产核资，建立资产明细，向群众
公示，向乡镇备案。集中清理规
范村级经济合同，对以往签订的
程序违法、条款明显有失公允
的各类违法经济合同，以公开
竞价方式重新发包。目前，全
县各村已租赁承包村集体机动

地 3623 亩、闲置集体房屋 18360
平方米，增加村级集体收入 983
万元。

整治土地增资源。针对农村
侵占集体土地、建设无序、村庄
空心化等问题，该县持续开展整
治农村侵占集体土地和“一户多
宅”专项行动，盘活村集体闲置
的荒坑、荒片、荒园等集体资
产，通过依法出租、承包、股份
合作等形式，实现集体存量资产
增值。目前，全县共整治出村级
集体土地5500亩，每年可为村集
体增加收入300万元。

整合资金强扶持。该县发挥
省扶持发展村集体经济试点县的

政策优势，争取省、市各类扶持
资金2400万元；整合专项扶贫资
金和村级积累资金等各类资金
8000多万元。目前，全县各类资
金总投资额已突破一亿元，实施
集体经济项目60多个。

规划园区建平台。临颍县吸
取以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式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教训，创
新实施“四集一飞”模式，即设
施集中建设、资源集约利用、项
目集中摆放、产业集群发展和

“飞地经济”，拿出1000亩建设用
地指标，在产业集聚区、现代家
居园区、现代物流园区 3 个工业
园区和固厢乡、皇帝庙乡两个近

郊乡镇，规划建设 5 个村级集体
经济工业园，集中布局村集体经
济项目，为村级提供发展空间，
实现村级集体经济长期稳定发
展。2018 年年底前，建成 3 个村
集体工业园，全县45个集体经济

“空壳村”全部入驻，实现全面
“清零”。

个性模式明路径。临颍县始
终坚持把“村为主、乡指导、县
统筹”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理
念，积极探索多元化的集体经济
发 展 路 径 ， 根 据 各 村 区 位 特
点、产业优势，指导各村结合自
身实际找寻合适的发展方式、找
准科学的发展路子，（下转2版）

临颍：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全覆盖

■本报记者 谢晓龙
通讯员 吕志伟

申通快递电商产业园、圆通
快递智慧物流园分拨中心主体工
程相继竣工，韵达豫南分拨中
心、百世豫南分拨中心自动化分
拣改造项目全面完成，一大批快
递物流企业及园区项目扎堆聚
集、加快建设，邮政业“三大攻
坚”扎实推进……

2018年是我市邮政业大发展
的一年，全年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13.75亿元，同比增长42.62%；业
务收入累计完成 8.35 亿元，同比
增长22.72%。其中，快递服务企
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5060.86 万件，

同比增长48.89%；业务收入累计
完 成 5.5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0.41%，实现了新的历史性跨
越。一年来，我市邮政快递业加
快转型，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
用，快递下乡服务网络持续延
伸，绘就了一幅邮政快递业转型
升级、普惠民生、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画卷。

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宽大气派的厂房，现代化的
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设备不
断增多……2018 年，我市大力推
进邮政业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工

作，顺丰、申通、圆通等一批知
名企业在我市布局项目，一个个
分拨中心相继建成运营，对巩固
和提升漯河作为全省第二大快递
转运集散中心地位、建设豫中南
地区性中心城市发挥了重要支撑
作用。

“一年来，我市邮政快递业
转型发展步伐更快、走得更稳。
这得益于我市持之以恒抓招商、
促落地和一系列惠企政策的实
施。”市邮政管理局局长李俊婷介
绍，2018年，我市现代物流业转
型升级“一规划三方案”正式发
布，快递总部经济、枢纽经济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支

撑；邮政业务量持续提升，当年
快递业务收入突破 5 亿元大关；
韵达、百世、顺丰、申通、圆通
把重要的项目布局在我市，加快
建设进度，持续巩固了我市豫中
南快递中心枢纽地位。同时，东
兴电商园成为“国家级电商示范
园区”，一批全国性电商服务仓储
企业布局漯河；快递电商融合互
动，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实现了
历史性跨越。

打好“三大攻坚战”

“网上购物，不管是‘双十
一’还是‘双十二’，这期间的

快件寄送更安全了，网点也增
加了不少，速度更快，更加绿
色，感觉漯河快递行业越来越
规范！”

“网上销售，我们借助于邮
政行业精准扶贫，让更多农产品
卖到了全国各地，老百姓有了更
多收入和保障……”

说起我市邮政业的发展变
化，城乡群众由衷赞叹。这得益
于我市持续实施的邮政业“三大
攻坚战”——

在行业安全方面，我市督
导 企 业 严 格 落 实 收 寄 验 视 制
度，不间断开展收寄验视暗访检
查，（下转2版）

以邮政业转型升级促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