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陶小敏
中央和省、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部署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认真贯彻落
实上级工作要求，依据自身工作职责，围
绕工作目标，聚焦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领
域涉黑涉恶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扎
实开展工作，取得了阶段性工作成效。

6月11日，记者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围绕我市住建领域扫黑除恶工作，采
访了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跃挺。

强化组织领导 加大整改力度

为切实加强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
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领导，严厉打
击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各类涉黑涉恶行
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了以局党组
书记、局长任组长的领导小组。该局党组
先后 6 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查找问
题，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涛切实履行第一
责任人的职责，结合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系统实际，制订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方案》，确定了工作重点及责
任分工，确保上下齐心做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各项工作。

针对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反馈的
问题，该局建立整改领导组织和工作机
构，制订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细化

分解整改事项，狠抓整改措施落实，新挖
掘问题线索 5 起，确保整改任务落地落
细、见底见效。根据市扫黑办反馈的结
果，确认该局承担的整改事项已经整改到
位。

深挖问题线索 强化权力监督

为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中的重要作用，从2018年4月开始，
该局以及各县区住建局每月都由局领导带
队，机关相关科室、单位参加，到施工工
地、住宅小区开展专项走访调查，了解是
否有黑恶势力扰乱建设市场正常秩序、是
否存在有组织地违法阻挠正常建设施工等
涉黑涉恶问题。

为进一步做好线索排查和挖掘工作，
该局成立了由局领导班子成员任组长的9
个专项领域线索排查工作组和 5 个督导
组，通过深入排查和督查，进一步掌握问
题线索。目前，已排查挖掘问题线索 20
条并移交有关部门。根据政法机关反馈的
情况，目前已判刑3人、拘留6人。

为预防市住建系统党员干部和公职人
员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该局进一
步健全了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对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动态调
整，并及时在门户网站和机关办公楼大厅
橱窗公布，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保护

伞”滋生、形成的土壤。

开展集中宣传 畅通举报渠道

为深入推进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该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区、局
属各单位组织开展扫黑除恶集中宣传活
动。

通过短信、微博、微信及时发布扫黑
除恶工作动态，在单位内部、服务大厅等
场所设立宣传栏和固定宣传标牌，督促各
项目工地和住宅小区在醒目位置设立宣传
标牌。该局扫黑办还印制了省住建厅《致
建设各方的公开信》、《致广大市民的公开
信》、市住建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监督卡
等，发放给企业和广大群众。

畅通举报渠道。公布举报电话、电
子邮箱；在局办公楼门外显要位置设立
举报信箱；在局政策法规科安排专人值
守，接受现场投诉、举报。通过建立多
种举报平台，着力为社会公众投诉举报
涉黑涉恶行为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

渠道。

建立长效机制 严格市场监管

为推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向纵深开展，该局制订了《关于
建立健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长效机制的意
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长效机制建
设工作方案》等，提出并落实集中打击机
制、源头治理机制、责任落实机制，为持
续深入推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打、治、建”工作提供了基本遵
循。

加强住建领域日常监管工作，充分发
挥该局承担全市各类施工工地扬尘治理日
常巡查职能的优势，依托8个执法检查组
每天到全市各个建筑施工工地、市政工程
施工工地等开展日常巡查，坚决防止

“黑”“恶”“乱”等问题的滋生。
齐跃挺表示，下一步，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将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落实长效
机制，巩固整改成果，深挖黑恶线索，确
保住建领域风清气正。

深挖黑恶线索 让住建领域风清气正
——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跃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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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张俊霞
“三夏”时节，郾城区李集镇老集村

的一处奇异果种植园一片葱茏，绿色的幼
果挂满枝头。种植园负责人——河南佳昱
果品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刘中杰喜滋滋地告
诉记者：“今年是第一年挂果，果实长得
很不错，希望秋季有个好收成。”

今年 34 岁的刘中杰是老集村人，十
几岁时便外出打工，后来在郑州一农贸
批 发 市 场 从 事 蔬 菜 批 发 工 作 。 他 说 ：

“咱是农村人，家里没啥积蓄，只有拼
搏才能过上好日子。”做蔬菜批发生意
那几年，他到全国各地调查蔬菜种植情
况，千方百计联系适销对路的货源，经

营情况一直不错，腰包渐渐鼓了起来。
但刘中杰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渴望成就
更大的事业。几年前，他在考察蔬菜水
果供求情况时发现，奇异果品质高、口
感好、供不应求，便萌生了回乡种植奇
异果的念头。“奇异果是猕猴桃中的稀
有品种，对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有特殊
要求，并且价格稳定，而咱们这个地方
恰好适合奇异果生长，还不用担心销路
问题。”刘中杰说。

善于学习和钻研的刘中杰开始研究
奇异果的生长习性、种植技术等，并多
次到科研院所拜访果树种植专家，甚至
请新西兰种植专家来指导。经过一年多
的学习和准备，2016 年 9 月，刘中杰租
了 200 余亩地，成立河南佳昱果品种植
有限公司，正式开始种植奇异果，业务
涉及苗木种植、产品加工及其储存、网
络销售等。同时，他还以“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种植大户
一起种植奇异果，使得整个基地扩大到

1200 亩。
刘中杰十分注重水果品质，按照有

机水果的种植标准，真正做到全部施用
农家肥、不打农药。“我们实行订单种
植，从果树种植就严格按照新西兰的标
准管理，确保果实达到有机标准。”他
说，种植园定期接受新西兰专家对园区
土壤成分、农药残留的检测和技术指
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户一边
干活儿一边拉家常。他们说：“中杰回
来搞种植，我们就有福了，没事来这儿
打个下手，几十块、上百块钱就到手
了。”据介绍，种植园建成后带动近 30
人长期就业，年累计带动灵活就业 3000
人次。

看着眼前的奇异果园果实盈枝，刘
中杰满怀憧憬地说：“奇异果的盛果期可
达四五十年。到了秋天，果实一个接一
个，漂亮得很，就真成了农民致富的

‘金蛋蛋’。”

庄稼地里种上“金蛋蛋”

刘中杰在种植园除草。

6月11日，郾城区李集镇相树张村，农民在给辣椒苗打药。麦收
后，李集镇的庄稼地呈现绿油油的喜人景象，这是该镇近几年来调整农
业结构，发展田间套种和立体种植的成果。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晨阳） 6
月11日，市“创文”办召开社区
小区成果转化座谈会。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新鹤出席并讲
话。

会上，“创文”办各处室、
各区和街道办对社区小区成果
转化情况作汇报并进行经验交
流。

周新鹤指出，各级、各部门
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社区小区

“创文”工作，结合各自分管的

“创文”工作，履职尽责，积极
发挥作用；要通过新一轮的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加强顶层设计，
严格对照创建标准，不断提升创
建水平、创建品质，打造有品位
的社区小区；要以党建为引领，
积极发挥社区党员、干部的带头
作用，不断增强小区自我服务能
力，形成常态长效；要加强在社
区和老旧小区细节方面的创建工
作，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创文”
带来的变化。

市“创文”办召开
社区小区成果转化座谈会
周新鹤出席

本报讯 （记者 左素莉） 6
月11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邵
成山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到
舞阳县视察新旧动能转换及工业

“三大改造”情况。
邵成山一行先后视察了河南

金大地化工有限公司自动化控制
中心建设项目、中盐舞阳盐化有
限公司、贾湖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视
察组听取了舞阳县新旧动能转

换、工业“三大改造”情况汇
报。

邵成山指出，政府部门要善
待企业家，搭建服务企业平台，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为企业创造
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企业要
用足用好政府出台的鼓励工业

“三大改造”的政策，加大技术
创新力度，不断提高开放水平，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进工业“三大改造”

（上接1版） 在王广民生病期间，他一
再交代张金丝别给孩子说实情，怕影响
孩子高考。“我一直骗孩子说他爸心脏
不好。”张金丝告诉记者，有一次照顾
了丈夫回家后，雪下得很大，她去接孩
子，孩子主动跟她说：“妈，今天俺老
师说全国在扶贫一线的同志因工作压力
大和劳累过度，累倒了好多。”“你是咋
考虑这个问题的？你是不是觉得他们都
很傻？”张金丝问孩子。“孩子说，妈你
不能这样评价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追
求，有他们的信仰，就跟当兵打仗一
样，他们明知道有可能会牺牲，他们不
还是去了？”听完孩子的话，张金丝心
里想：孩子，你知道不知道你爸就是这
样的人？如果你知道你爸爸得的是不治
之症，你会怎样面对？

一生中唯一的共同旅行

“我们刚结婚时，曾约定出去看看
外面的风景。广民天天都忙于工作，总
说以后有的是时间，所以我们从没出过
远门去实现当初的约定。”张金丝告诉
记者，医生对她说丈夫就剩两个月的时
间，她怕以后没机会，就劝丈夫一起出
去玩一次。当时天气很冷，张金丝担心
丈夫的身体受不了严寒，就说想去三
亚。这辈子她和丈夫还没有坐过飞机，
这次就坐一次吧！

王广民嫌坐飞机太贵，张金丝好说

歹说，王广民才答应。去三亚之前，张
金丝去镇里帮丈夫拿东西，在丈夫办公
抽屉的一本书里发现一张2017年5月的
体检单，上边写了他肝右边有个结节，
大小为6毫米×6毫米。“看到体检单后
我都快气晕了，心里有许多埋怨，但看
着他当时的身体状况，我又十分心疼。
当我们走到天涯海角的时候，我问他为
什么这么做，知道不知道他这样把我们
的家都毁了。”张金丝泣不成声。2017
年 5 月 12 日，王广民的病灶才 6 毫米，
现在发展到60毫米，病拖了1年零4个
月！王广民知道张金丝发现了体检单，
笑着对她解释：在医院检查的那天，他
接到一个全国扶贫验收检查开始的通
知，当时镇里几乎所有的扶贫资料都由
他掌握，当时做扶贫工作的就 3 个人，
如果他去住院治疗，那全镇的扶贫工作
就会一塌糊涂。后来，他就将夹到书本
里的体检单忘记了。

“当时我俩抱着痛哭。他说今生今
世只能陪到我这了，说对不起我。”张
金丝说，丈夫最终完成了和她坐飞机去
三亚的旅行，今生唯一一次旅行，实现
了最初的约定。

“这么多人来看他，我
慢慢理解他了”

王广民住院期间，舞阳县从县委书
记到普通的扶贫干部，再到王广民帮扶
过的群众，都多次到医院慰问看望他。

“这些我都看在眼里，非常感动，
我对他怨恨不起来了。”张金丝告诉记
者，5月14日，市委常委、舞阳县委书
记李亦博一行专程到莲花镇慰问她。李
亦博语重心长地说：“广民是我县践行
焦裕禄精神的典型代表。今天恰好是焦
裕禄同志去世五十五周年纪念日。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乐于
奉献的精神会永远激励全县党员干部崇
善向上、务实清廉、勤政为民。”李亦
博的话如阵阵暖流，流入了张金丝的心
里，让她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王广民家庭并不富裕，上有年迈的
双亲，下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张金丝一
直没有稳定的工作，全家的经济支撑就
是丈夫的基本工资。“他的领导、同事
都清楚我们家里的情况，在他住院期间
纷纷给我们捐款。”张金丝说，她打心
眼里里感谢领导和同事对他们一家的关
心和支持。

弥留之际交代三件事

王广民临走前，将张金丝的手放在
自己手心，含着眼泪给她交待了三件
事：一是同事们捐的钱都是他们的血汗
钱，来之不易，你是要立个单子，将来
如数还给人家；要感谢同事，他们这钱
是给咱救急救命的，不是救济的。二是
一定要把二老送终。三是孩子成绩不
错，你一定要把他送入大学。

“我知道你将来会很辛苦，但你要
挺住。你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
咱们的，以后的日子总会过得去的。”
王广民再三交代张金丝。“丈夫临走前
交代的这三件事，我再苦再累再难也要
帮他完成。”张金丝告诉记者。

医生给王广民下病危通知的时候，
张金丝想让孩子看看他，王广民坚决不
同意。“我说你不想孩子啊，他说我怎
么会不想。23 年了，我一直在基层一
线，没管过孩子。再有一个月孩子就高
考了，我不能吓着孩子。”张金丝告诉
记者，丈夫最后将想给儿子说的话进行
了录音，在孩子高考后再给孩子听。

“现在我明白了广民当初的决定，
更加理解他了。他舍小家为大家，为群
众干了一件大事、正事。作为他的妻
子，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有来
生，我还做他的妻子。”张金丝说。

丈夫走了，张金丝写下了一首诗：
广民：我想慢慢说，就当作时间再

次流过。
你的故事，从未消失，就算生命停

止。
执着，在你手中紧握；承诺，是你

心中不灭的火。
让扶贫战鼓吹响，听号角回荡。
谁能将你阻挡？
你的坚强，勇敢的力量，青春如此

辉煌！
广民，我骄傲，我自豪，我是你永

远的妻。

来生还是他的妻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
方式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人加
入了熬夜大军。加班、学习、娱
乐、失眠……大家不睡的理由各
不相同，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经常熬夜会对身体造成多种损
害，人们变得易疲劳、精神不
振、免疫力下降……经常熬夜的
人不妨听听中医的建议，做好以
下四件事。

动：忙里偷闲舒筋活血

夜班时，可以忙里偷闲做几
个简单的动作，舒展筋骨，促进
血液循环。

推荐动作：背后手扣手。拉
伸、锻炼、放松颈部、肩部、背
部肌肉，缓解颈肩背部的僵硬疼
痛，适合电脑一族。每次扣手坚
持20秒，两边各做5次。

金鸡独立。锻炼平衡能力，
并有引气血下行、疏通经络的作
用。直立，放松膝盖和脚踝，全
身力量放在左脚上，抬起右脚，
足心放在左膝盖内侧，双手合十
于胸前。保持10秒钟后换脚。

深蹲。强健心肺功能，锻炼
下肢肌肉。注意事项：下蹲时深
吸气，缓慢屈双膝，下蹲到大腿
平行于地面，膝关节不要超过脚
尖，让背部保持笔直或微微前
倾。

吃：多吃滋阴润燥食物

从中医角度来说，熬夜容易
伤阴生虚火，所以，经常熬夜的
人应该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晚
餐应该吃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蛋白
质的食物，如动物的肝脏、瘦
肉等。如果要吃夜宵，推荐全麦
面包、各种粥类。少吃高糖高盐
的甜食、饼干、西式快餐等食物。

推荐食物：百合燕麦粥。百

合可养心润肺、清热生津，适
合熬夜虚火旺的人。燕麦能补
养心脾，有降血脂、降血糖的
作用，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可
以促进胃肠蠕动，防止便秘的
发生。

喝：茶比咖啡更合适

有的人会纠结，熬夜的时
候，茶与咖啡，喝哪个更合适？
答案是喝茶。喝咖啡容易导致钙
质流失和 B 族维生素流失。身体
缺乏 B 族维生素的话，容易觉得
疲乏困倦、头昏脑涨。

推荐饮品：绿茶。喝绿茶能
提神醒脑、清热解毒，而且茶叶
中含有抗辐射的成分，对于盯着
电脑熬夜的上班族大有裨益。

枸杞菊花茶。枸杞滋补肝
肾、益精明目，菊花能养肝阴、
平肝阳、清肝火。熬夜容易伤阴
上火，枸杞滋补肝肾阴血，菊花
可以清热养阴，对于熬夜的人很
适合。

蔬菜汁或者水果汁。蔬菜汁
或者水果汁既能养阴，又能润肠
通便，可防止因为熬夜上火引起
的便秘。

护：湿茶叶包淡化黑眼圈

好多熬夜的人会抱怨自己皮
肤干燥、晦暗无光、弹性差。因
为熬夜时，皮肤会出现水分和养
分的过度流失，所以晚餐时要补
充含维生素和胶原蛋白的食物。

如果熬夜后眼睛周围浮肿，
有黑眼圈，可以用湿的茶叶包敷
眼周，用来消除眼部浮肿、淡化
黑眼圈。 据人民网

经常熬夜的人如何调理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