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招”筑牢铜墙铁壁
“硬核”护佑百姓安康

紧要关头，才能映照初心；危难时刻，方显责任担当。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搬口办事处严格按照“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以防为
主、管理为重，做好日常排查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政策，
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安全有序。

4 个小时能做什么？ 搬口办事处用“硬核”的结果告诉
你，可以集结 3.5 万人做核酸检测！如此迅速有序的过程，得
益于措施得当、行动有力。 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搬口办事
处迅速反应，成立由办事处党委书记张旭领导的 11 个工作
专班，做到疫情防控流程化、精细化，保证所有专班时刻处
于“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工作状态，确保每个环节万无一
失，异常情况最快处理。

———生活物资每日报备，确保群众生活无虞。 在近期的
疫情防控工作中， 搬口办事处群众生活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居民的信心源于办事处对辖区市场管理有序、 监控有力，也
反映了办事处保障物资供应的决心。为保障生活物资供应稳
定，搬口办事处强化市场监管，制定生活必需品日报备制度，
重点对米、面、油、果蔬、猪肉等必需品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出
现短缺立即启动预警机制，紧急调运补充货源，同时积极协
助监管部门对市场流通商品价格进行监管， 严厉打击囤积
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确保商品价格稳定、供应充足。

———创新使用“三色”卡，方便居民有序出行。 为减少人
员流动，尽快战胜疫情，搬口办事处各村（社区）只保留 1 个
出入口，所有居民足不出户，非本村（社区）居民不得进入。
为方便群众生活，搬口办事处创新使用“三色”出入证，通过
红、白、蓝三种颜色标识，对人员进行有效分类，为疫情防控
期间辖区居民提供便捷条件，解决辖区居民就医、购买生活
物资等实际需求。

———独创“心形贴” ，助力全员核酸检测。在近期的疫情
防控工作中，为促进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开展，搬口办事处推
出红色“心形贴”，对凡是做过核酸检测的居民都会发一张
“心形贴”，居民凭“心形贴”，按照疫情防控政策进出小区。
“心形贴”可以贴在手机背面、衣服上或者其他地方，方便携
带，便于出示，还能起到宣传和相互提醒的作用。

城乡面貌日新月异
“颜值”“气质”直线飙升

道路干净整洁，绿树迎风摇曳，路边花砖镶嵌，沟渠整
治规范，处处散发着美的气息，处处弥漫着浓浓的“乡韵”
……行走在搬口办事处贾寨行政村的主干道， 庄严肃穆的
牌坊神秘尊贵，河边的鲜花竞相绽放，贾寨村的容颜和气质
浓缩了搬口办事处发展的全貌， 展示了搬口办事处的风华
和韵味。

张旭介绍，为了迅速抓好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
近段时间以来，搬口办事处开启全域“找茬”模式，在全辖区
开展人居环境“大排查、大清理、大提升”集中整治活动。 全
力做好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工作。 采取 “早晨会”“晚汇
报”制度，巧用督导“指挥棒”，强化督导结果应用，不断巩固
提升环境整治成效。

在搬口办事处搬曹沟，记者看到，这里水流潺潺，碧水
澄澄，两侧新栽的小树苗茁壮挺拔。 可谁能想到，几个月前，
这里还是河沟黑臭的场景。 张旭介绍，今年 2 月开始，搬口
办事处按照人居环境整治标准， 将治理触角延伸到村民家
门口的沟渠等小微水体，通过疏浚沟渠，激活死水，扩大绿
化，实现了昔日臭水沟今日景观带的转变。 如今，一眼望去，
沟渠两边茂盛的绿植和鲜艳的花朵争奇斗艳， 近处的古朴
与远处的繁华交相辉映， 呈现了大自然与现代化和谐共生
的美景。

今年以来，办事处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从细微处着手，
突出死角盲区，由“清脏”向“治乱”拓展，由村（社区）环境面

上清洁向“犄角旮旯”延伸，重点治理建筑工地、拆迁区域、围
墙（挡）背后、村外荒坑、沿路沟渠、高速公路两旁等地方出现
的问题，并逐一进行整改。 “特别是河道，我们会不断加强管
理和养护工作，巩固整治成效，让办事处处处有美景，河沟绿
水长流。 ”张旭介绍，搬口办事处本着“保护优先、修复为主、
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将贯穿贾寨、梁寨、毛寨三村的
黑刘沟水渠治理列为优先治理项目，使之成为集灌溉和排涝
于一体的活水。 经过一系列治理，搬口办事处农村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村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

夜幕降临，流沙河、幸福河岸畔的公园、小区华灯初上，
芙蓉湖公园的灯光五光十色， 远处的乡村美景与城市灯火
交相辉映， 把办事处整个辖区装扮得流光溢彩……置身搬
口办事处，城市和乡村两种文明共有、共生、共存，相辅相
成、融合发展，处处生机勃勃，处处风光无限。

集体经济筋强骨壮
乡村振兴底色更亮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
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做大“蛋糕”是基础，这个基

础来自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近年来，搬口办事处厚植优
势，打造出支撑高质量发展集体经济的“定海神针”。

在贾寨行政村，记者了解到，该村立足优势，致力于打
好“五张牌”，走出一条集体经济快速发展的新路子。 该村通
过打好废弃坑塘、资产盘活、政策红利、股份合作、扶贫项目
“五张牌”，构建集体经济新格局。 如今的贾寨村，每年集体
经济收入达 40 多万元。

贾寨村设置村级公益性岗位和专项基金， 对困难村民
提供帮助。 结合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贾寨村利用集体经
济硬化街道路面 4.5 公里，修下水道 2100 米，建生活文化广
场 1 个，新铺沟渠透水砖 2000 平方米，美化墙体 10000 平方
米。 人居环境提升了，村民生活更好了，集体经济的反哺效
应日益显著。

知向何处则方向不惑。 为了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促进乡
村振兴，搬口办事处成立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先后考察了湖
州鲁家村、西安袁家村、开封余店等模范示范村，依托三农项
目案例，利用乡村振兴政策红利，根据办事处区位优势，制定
出符合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策略，即巩固提升“富裕村”，持
续壮大“薄弱村”，逐步把所有村庄都打造成经济强村。

社会治理成效显著
“智慧搬口”魅力十足

良好的社会治理是社会和谐稳定、 人民安居乐业的前
提和保障。

近几年来，搬口办事处牢牢把握辖区社会治理新形势，
聚焦基层社会治理难点，以网格管理为载体，实施“一村一
警一连”工程，建立司法调解体系，护佑群众安全，化解邻里
矛盾。 同时，创新开展“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充分激发群众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实践中摸
索出一条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子。

———五级网格激活搬口“微细胞”。 搬口办事处主任李
建林告诉记者，在平时的工作中，搬口办事处充分发挥五级
网格管理优势，促进各项工作正常开展。 特别是疫情防控工
作中，这样的管理模式更加高效便捷。 办事处党委书记为一
级网格长，统筹辖区内所有工作，是第一责任人；包片班子
成员为二级网格长，对所包片区负总责；村（社区）党支部书
记为三级网格长，负责召集和组织人员落实相关政策；村民
组长、小区长为四级网格长，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实施；胡
同长、楼栋长为五级网格长，深入一线开展具体工作。 通过
五级网格，办事处实现各项工作全覆盖，形成每个网格都有
责任、都有压力，每个层面都在推进的浓厚氛围。

———“一村一警一连”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米”。 搬口
办事处高位谋划，开拓创新，在辖区内开展“一村一警一连”
联动机制。 各村（社区）民兵连队伍积极参与基层治安防控
和综合治理工作，与村（社区）民警联动协作，与村（社区）干
部密切配合、深度融合，不仅解决了基层派出所警力不足的
难题，还壮大了基层民兵力量。 “一村一警一连”工作机制不
但能够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也能第一时间掌握社情民
意，真正把矛盾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甚至前几年没有得到
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机制下也得以解决。

———五星级司法所助力矛盾化解。 近年来，搬口办事处
高位谋划，开拓创新，努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司法所”。 为更
好地给辖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搬口司法所与河南大朴律
师事务所合作，组建“法律顾问专家团”，辖区 11 个行政村
（社区）都建立了村公共法律服务室，组建了人民调解委员
会， 每周五都有专业律师到村公共法律服务室为群众提供
法律帮助、调解纠纷、解答法律疑问，高质量实现辖区 11 个
行政村（社区）法律顾问全覆盖，真正实现服务群众“一站
式”和“零距离”。 近几年来，办事处无民转刑案件发生，实现
矫正对象“零重犯”。 近日，搬口司法所被河南省司法厅评为
河南省五星级规范化司法所。

———“3+5+n”打造“智慧搬口”。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治
理，搬口办事处以德和家园小区为试点，把“互联网+”作为
创新引擎，打造“3+5+n”的智慧社区总体架构，即 3 套智能

基础设施，实现社区共治、社区管理、社区政务、社区安全、
社区党建 5 大核心领域的 n 项智慧化场景应用， 构建便捷
高效的智慧化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体系。

“红色引擎”释放新动能
能力作风实现大提升

脚稳才能走好，根深才能叶茂。
搬口办事处深入落实省委、市委“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部署，围绕提升能力、锻造作风，实干立身、创新创造，拼
搏竞进、争先出彩六个方面，迅速按下“启动键”，从严从实
加强队伍建设，力争在能力作风上实现大提升。

“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
称职。 如果不能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其他一切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张旭介绍，搬口办事处党委高度重视党建工作，始终坚
持把党建引领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通过抓党
建、强堡垒、兴产业、优生态、育文明，把基层党建融入办事
处各项重点工作的各环节、全链条，以党建高质量迈进助力
办事处高质量发展。强化“党建＋”思维，创新治理模式，积极
引导社会组织结合行业特点和自身优势， 全面提升基层社
会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办事处积极实施“一线工作法”，开门接访、带案下访、
见面回访，真正接触了群众，了解了民意，倾听了民声，解决
了难题。

在疫情防控、抗洪抢险、灾后重建等重要工作中，搬口
办事处党员干部冲锋一线、日夜奋战，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
了共产党员的优良作风，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
时，办事处积极推进“两新”组织和“红色物业”建设工作，做
到哪里有组织，就让党的红旗高高飘扬在哪里。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扬帆；任重道远，还需策马扬鞭。
“在接下来的征程中，搬口办事处将在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同心携手、迈向未来，以全新的发展节奏，奋力开
创搬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张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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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川激荡、奋楫逐梦，锚定强大振兴新航向；
谋新谋远、践履笃行，展望美丽搬口新图景。

近几年来， 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搬口办
事处翻天覆地的变化， 见证着该办事处顽强拼搏
的累累硕果。

站在 2022年周口两会的重要时间节点，舒展
今日搬口画卷，绿色搬口、创新搬口、智慧搬口、活
力搬口跃然而出，一幅幅城乡焕然一新、民生不断
改善、 产业兴旺繁荣、 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的新图
景，正次第精彩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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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居民积极做核酸检测

示范区党工委书记宋力（（左一））到搬口办事处调研

治理后的幸福河风光旖旎

美丽乡村建设正当时

辖区处处展新颜

芙蓉湖公园美如画

““心形贴””方便居民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