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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什么是三变改
革”“为什么要变”“怎样具体操
作”……近日，登封市以“加快
推进三变改革，激发农村发展
活力”为主题，召开“三变”改革
培训会，对该市 16个乡（镇）
区、街道主管领导及 103个试
点村主要负责人进行培训，并
对该市的“三变”改革进一步动
员部署。

2019年以来，登封市坚持
把农村“三变”改革作为盘活资
源潜力、培育特色产业、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的有力抓手，结合
实际，强化组织领导，积极稳妥

推进“三变”改革，进一步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让老百姓真正
得到实惠。

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成果，在全国“三农”问题专家卢
水生教授的指导下，2019年，登
封市率先选取大金店镇崔坪、唐
庄镇范家门两个村开展农村“三
变五合”改革试点，两个村均成
立了资产、土地、劳务、置业和旅
游五大股份合作社，试点村集
体经济得到了发展壮大，增加
了群众财产性收入。

为全面推广试点成果，
2020年登封市将统筹推进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围
绕美丽乡村、贫困村、环嵩山旅
游公路沿线村梳理选取 103个
试点村推广农村“三变五合”改
革。目前已对第一批16个试点
村进行了逐村动员培训宣传，
开展了集体资产清查和成员界
定，10个村召开了股东代表大
会，选举成立了五大合作社，力
争 9月底前 103个村全部完成
“三变五合”改革基础工作，年
底前打造一批改革亮点，增加
集体经营性收入，带动群众增
收致富。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登封：稳步推进“三变”改革 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本报讯 6月 30日，郑州
磴槽集团公司召开三届一次
职代会，回顾 2019年及 2020
年上半年工会工作，就 2020
年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
2019年，郑州磴槽集团下属
水泥企业生产水泥熟料 145
万吨，产销水泥 249万吨，产
销骨料 160万吨，利用余热发
电 4037万度。非煤企业共实

现产值 11亿元，利税 3.5亿
元。煤炭企业实现产值3.8亿
元，利润 7140万元。集团工
会配合“精益改善、幸福企业”
工作，下属 4个生产型企业职
工共形成6732条改善提案，直
接经济效益达197.2万元。同
时，在煤炭企业中推行精益管
理5S目视化工作，成效明显。
登封融媒记者 杜向东

郑州磴槽集团公司召开三届一次职代会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登封
市东华镇中共第二届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获悉，2020年东华
镇将围绕登封市“以党建为引
领，以‘六美’建设为具体任务，
以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为主要内
容的美丽登封建设这一战略目
标，抢抓发展新机遇，强投资、促
转型，重点做好产业发展、生态
建设、民生改善等工作，全力打
造美丽和谐新东华，为美丽登封
建设奠定基础。

构建产业兴旺发展新格
局。做好占地 8000亩，总投资
55亿元的花舞嵩山农旅综合体
项目；做好占地1000亩，总投资
25亿元的河南文理职业技术学
院项目；做好静脉产业项目手
续办理及招商工作，计划 2020
年底前完成土地环评等手续报
批工作，2021年初启动招商建
设，年底产生效益。

营造生态宜居新东华。构
建箕山生态屏障，积极申报建
设箕山方圆 8 平方公里的生
态修复项目，恢复“箕阴避

暑”原有风貌。改造提升 4条
水系，以何门片区整体提升项
目为载体，先期完成何门水库
以下 1.2公里书院河水系整体
改造提升，建设沿河湿地公
园，为该镇水系治理树立标
杆。少阳河、白江河、颍河治
理适时启动，确保东华镇全域
岸青水净。

建设生活富裕美丽新农
村。推广花舞嵩山项目土地流
转入股，实现农民变股民、农民
变产业工人，有计划安排东华

镇1万人实现就业增收；完成箕
山隐耕文化项目投资1亿元，初
步具备接待游客功能；深入发
展登封窑瓷文化，建设集生产
体验为一体的专业产业园等，
通过一系列文旅项目的落地实
施，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同时，将赵沟粉条、西瓜，箕山
桑菊茶、少阳寨车厘子、骆驼崖
芝麻糖等特产予以整合，统一
标注“东华特产”，形成产业推
向市场助民增收。
登封融媒记者 李银锋 文/图

东华镇：
强投资、促转型
打造美丽和谐新东华

本报讯“2020年，石道乡
将紧盯‘建设美丽石道’的总目
标，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
中心，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圆满收官。”近日，登封市石
道乡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传出发展最强音。

围绕“美丽石道”建设，
2020年该乡将重点抓好民生改
善、脱贫攻坚等 6个方面的工
作。聚焦农旅融合，推动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同时，坚持以
市场需求为导向，采用“政府引
导、企业带动、合作社参与”的
模式，统筹乡村振兴各方资源，
全面调整产业布局，加快推动

传统农业向农产品加工业转
变，推进乡村观光农业和文旅
产业同频共振。

聚焦质量成效，推动脱贫
攻坚任务圆满完成。扎实开展
“两不愁、三保障”问题整改“回
头看”，狠抓脱贫攻坚巡视督查
反馈问题、审计反馈问题、脱贫
攻坚自检自查、交叉检查发现
问题清单的整改销号，确保问
题全面“清零”“瘦身”。

聚焦公共服务，推动民生
福祉稳步改善。推进公共服务
均等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推动农村公路、水利、供水、供
气、电网等建设全面提速。

聚焦严管真抓，推动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抓紧抓实生态保

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
用上线硬约束，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加强
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倡导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聚焦示范引领，推动乡风
文明大幅提升。细化“乡风文
明红旗村”创建标准，压实乡村
两级责任，持续抓好意识形态
人才队伍建设。

聚焦矛盾化解，推动社会
大局和谐稳定。坚持问题导向
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牢固树立风险意识，聚焦
脱贫攻坚、综治维稳、安全生
产、项目资金等领域风险的防
范化解。
登封融媒记者 卢松娥

本报讯 6月 28日，登封
市举行优秀村规民约评选测
评会，通过组织评审和公示等
方式，从 303个行政村(社区)
20个社区的村规民约和居民
公约中共评选出 15部“优秀
村规民约”。本次评选标准包
括维护生产生活秩序、维护社
会治安、履行法律义务、推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
面，重点针对滥办酒席、铺张
浪费、脱贫“等靠要”等突出问
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抵制和约
束内容。随后，登封市委宣传
部将组织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并在该市推广经验，倡树文明
乡风。
登封融媒记者 张伶俐

登封市开展优秀村规民约评选测评活动

本报讯 为提升林业有害
生物防控水平，大幅度降低治
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和防治
效果，有效控制食叶害虫在登
封的发展、蔓延，登封市于 6
月初开始对 16个乡镇、办事
处及国有林场等区域进行飞
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工作。

此次飞防使用轻型直升飞
机，防治药物为对人、畜无害
的仿生物制剂，计划防治面
积 10.5万亩。防治病虫害以
杨毒蛾、杨小舟蛾、杨叶甲、
杨叶蜂及栎树、侧柏食叶害
虫为主。
登封融媒记者 李妍

登封开展飞机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工作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公
安局召开“学习强国”学习研
讨交流会，现场答题比拼。据
悉，公安局高度重视“学习强
国”平台学习，从党委领导班
子成员到中层领导干部率先
垂范，带动其他学员积极参与

一起学。目前，该局注册学员
1358名，党员民警、工勤注册
率达到 100％，辅警注册率达
到 98％。截至 6月 18日，学
习强国积分在两万分以上的
达90人。
登封融媒记者 吴迪

登封市公安局召开
“学习强国”学习研讨交流会

本报讯 6月 29日，登封
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凤凰岭
综合站组织开展了一场综合
应急演练。整个演练按照突
发险情、先期处置、响应分级、
应急抢修、恢复供气 5个环节
展开演练，参与演练的警戒疏
散组、设备抢修组、消防抢险

组等应急人员按照现场指挥
的指令，团结协作、处置高效，
顺利完成了应急演练。通过
本次演练，进一步提升了各小
组应急联动能力与员工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为保障登封
市安全用气奠定了基础。
登封融媒记者 王晓慧

登封华润燃气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

石道乡：“六个聚焦”助力“美丽石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