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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县是红军高级将领董振堂将军的故乡，地处

河北省中南部、邢台市东北部，属太行山麓沉积平原

区，黑龙港流域贫困片区。县域总面积 366 平方公里，

辖 2 镇 4 乡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69 个行政村，总人

口 18 万。2012 年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

困人口 7 . 75 万，贫困发生率 49 . 78%。目前全县 76 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累计减贫 39510 人，建档立卡系统内

剩余贫困人口 4264 户 7424 人，其中已脱贫 3694 户

6322 人，未脱贫 570 户 1102 人。经自查测算，全县综

合贫困发生率为 0 . 73%。

近年来，新河县把脱贫攻坚工作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和头等民生大事。成立了县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双组长”制，并逐级签订

责任状，层层落实责任。成立了新河县扶贫脱贫攻坚指

挥部，下设“一办八组”，统领全县扶贫脱贫工作，形成

了上下贯通、责任到底、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先后出

台《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贫资金实施方案》《关于进一

步做深做细扶贫脱贫工作的实施意见》《印发〈关于扶

贫脱贫工作综合协调的实施方案〉等 15 个专件的通

知》等文件。

新河县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严格落实“五个一

批”“六个精准”要求，确保重大政策落地见效。

落实医疗保障政策：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

全部参保，个人缴费部分财政给予全额资助代缴。在对

农村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线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报销比例，落实“先诊疗后付费”，

并实现“一站式报销”结算，有效减轻了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的经济负担。

严格落实教育扶贫政策：全面落实“两免

一补”“三免一助”等资助政策，完善“一村一档”建设，

实现对全县建档立卡学生网格化管理，积极实施无障

碍入学工作，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全覆

盖”。2014 年以来，发放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宿生生活

补助 1075 . 1 万元，资助 17399 人次；发放高中阶段国

家助学金 486 . 4 万元，资助 4490 人次。

严格落实住房政策：按照危房鉴定标准，对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逐户排查，确保符合条件的

应纳尽纳、应改尽改。2014 年以来，累计拨付资金

3244 万余元，实施贫困户危房改造 2111 户，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 360 户。

新河县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实现持续

稳定脱贫。2014 年以来，全县投向三农方面的资金

近 20 亿元，其中累计整合各级财政资金 46440 万元

(其中财政专项资金 20794 万元，整合涉农资金 14421

万元，国开行贷款 6000 万元，政府债券 4106 万元，县

本级 1119 万元)，用于扶持全县 76 个贫困村的贫困群

众发展特色种养、村级光伏电站、资产性收益等产业扶

贫项目，促进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新河县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夯实脱贫攻坚基石。以

乡村振兴为契机，用足用活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加大城

乡统筹脱贫攻坚力度，把推进精准扶贫脱贫、美丽乡村

建设、发展现代农业等工作一起规划、一起研究、一起

推进。

农村路网工程：2014 年以来，共计投资

1 . 037 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 124 . 7 公里，改建危桥 18

座，逐步提升农村面貌、改善群众交通条件，目前全县

贫困村均实现了街道硬化，全县行政村均实现了通等

级公路，农村公路基本形成“九横十六纵”四通八达的

路网，全县农村公路达 446 . 1 公里。

贫困村“亮化”工程：投资 952 . 2 万元，新增

更换配电变压器 49 台，容量 4950 千伏安，新建 10 千

伏线路 10 . 88 千米，改造低压线路 49 . 6 千米，全面提

高了贫困村群众生产生活用电水平。同时，结合 308 国

道改造，投入资金 439 万元，安装 339 盏智能太阳能路

灯，亮化 10 公里，有效保障了进城务工人员上下班交

通安全。

农村安全饮水工程：2014 年以来，累计投

资 2300 万元，通过新打机井、与集中供水站连接、村内

管网改造等各种方式，有效保障了全县 169 个村群众

饮水安全。目前，全县共建成农村集中供水站 17 座，连

接 112 个村，建成单村饮水工程 57 处，供水设施正常

运转，可满足群众安全便捷饮用水需求。

新河县还创办了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

等，加强政策、道德、法律和感恩教育，推动贫困群众由

“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及“我能脱贫”转变，有效提

高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认可度。

噪贾村村民利用金融扶贫贷款扩大生日蜡烛生产规模 噪新华公益儿童安全小课堂进校园暨新河县精准扶贫
壹基金温暖包发放行动

噪医护人员为贫困户进行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 噪申家庄村民正在采摘葡萄

冬日湖南，寒风冷雨。三尹机械设备公司临
时厂房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搭建生产线。“多
亏了党委政府的‘马上就办’，否则不仅我们厂麻
烦，下游客户每天损失将达上百万元。”公司负
责人尹志群感动地说。

今年 6 月，这家新成立的汽车零配件小民
企，在株洲市荷塘区金山工业园购买了厂房，约
定明年 6 月交付。就在不久前，该公司承接了一
项紧急业务，必须马上投产，否则无法按期交
货。虽然东奔西走、四处寻觅，但尹志群一直没
找到合适的过渡厂房，心急如焚。

获悉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办理、第一时间
督查、第一时间落实的“马上就办”机制在荷塘
区启动。经信局对全区闲置厂房一个个排查，一
个个实地调研，仅一周时间就协调出一个空余
厂房给三尹机械设备公司临时生产。目前，厂房
改造正在进行，明年元月就可投产，可确保按期
交货。

尹志群“从忧到喜”的经历，是株洲市“马上
就办”作风新常态的缩影。2016 年 10 月以来，

株洲市全面启动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活
动为抓手的作风建设，剑指群众反映强烈的
“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株洲市成立“马上就办”办公室(简称“马
办”)，赋予指导、协调、督查、推动问责 4 项职
能。同时，全市 10 个县市区、93 个市直部门和
14 个与民生相关的企业单位均成立“马办”，

全市 107 家单位均开通“马上就办”热线服务，
29 家重要民生部门配备“马上就办”直通
车……一场作风建设的“革命”在株洲全面铺
开。

“火车站旁边的服装早市，非法占道经营
20 年，你们能管吗？”——— 株洲市“马办”刚成
立，群众就抛来“棘手”问题。没有丝毫犹豫，
株洲市“马办”迎难而上，牵头督办城管、公
安、交警等部门攻坚执法，历时 3 个月彻底清
除了这个城市管理“顽疾”，并让 800 多名流
动摊贩进入专业市场，转为收入更有保障的
“正规军”。

“服装早市占了马路，过身都没地方，还

有安全隐患。20 多年的‘烫手山芋’，没想到这
次还真解决了。”芦淞区结谷街社区居民易凤
姣说，街坊邻居对“马上就办”的作风啧啧称
赞，还送了感谢锦旗。

新官不理旧账，怕担责任“不愿干”，小问
题拖成大矛盾……“定点‘爆破’干部不良作
风，聚焦民生诉求‘疑难杂症’，目标就是在‘马
上就办’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锤炼干部工作
作风。”株洲市“马办”负责人尹光良说。

为持续推动“马上就办”的作风转变，株
洲市探索推出了会议协调、督查督办、五问
工作法、典型推介、问题曝光、责任追究、考
核评价、情况通报等 8 项机制，对行政审批、
企业帮扶、回应公众关切等事项做出时限要
求。比如，企业请求帮扶问题，承办单位需在
24 小时内与企业负责人见面，3 个工作日内
提出解决方案，原则要求 20 个工作日内解
决。

怎么判断是否做到“马上就办”？今年 9
月，株洲市自我加压，运用“互联网+督查”理

念，在湖南省率先开展线上督查督办，让督办
事项实现了网上流转、全过程监控、实时催
办。“是否马上在行动，是否真的在落实，督查
移动 App 一清二楚。”株洲市“马办”工作人
员庞慧说。

民众有诉求有期盼，就有“马上就办”的
响应。在株洲市“马上就办”网络问政平台，
水、电、气、暖、交通等与民生相关的 200 家单
位入驻，让群众办事不再遭遇“推、拖、甩”。据
统计，株洲市每年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群众企
业诉求超 5 万个，办结率超过 98%。

从拆迁矛盾“老大难”到“减证便民”新问
题，从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到敬老院“煤改
气”……过去两年多来，一批批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事，得到快速而妥善的解决。
“马上就办”的氛围在株洲日益浓厚，从被动
的督办落实逐渐转变为干部的行动自觉。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精神，使‘马上就办’成为习惯。”株
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说。 （本报记者阳建）

小老板“从忧到喜”，多亏了“马上就办”
探访湖南株洲作风建设“新常态”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
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 18 日
在京召开新闻工作者增强“四
力”专题评议会，引导新闻工作
者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增
强“脚力 、眼力 、脑力 、笔力”要
求，锻造过硬素质、过硬本领、过
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新气象新作
为。

与会委员结合新闻界践行
“四力”的先进人物、优秀作品，评
议新闻工作者增强“四力”的重要
性，以及如何增强“四力”。大家一
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
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四力”要
求，并将之上升为对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战线队伍建设的总要求，
集中反映了党中央对宣传思想工
作队伍政治素质、理论水平、业务
能力、工作作风的高标准和严要
求。广大新闻工作者要紧紧围绕
宣传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
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更好履行新闻舆论工作职责
使命。

围绕新闻工作者如何增强
“四力”，大家认为，“四力”内涵深
刻、生动形象，构成了紧密联系、
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要在增强
“脚力”上下功夫，就要走出办公
室、走出互联网，发扬“光着脚板
跑新闻”的好传统，上高原、下矿
井，访农家、进社区，更好认识世
情、国情、党情、民情；要在增强
“眼力”上下功夫，就要深入基层
一线“抓活鱼”，从火热实践中发
掘素材，从群众生产生活中发现
选题，察百态、辨是非、分真假、断
美丑；要在增强“脑力”上下功夫，
就要心中有人民、胸中有大局，多
思善谋、综合研判，善于由小见
大、由点及面，善于发现问题、研
究问题、回答问题；要在增强“笔
力”上下功夫，就要学好用好群众
语言，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阐
述观点，平等交流、平易近人，把
脚力所到之处、眼力发现之美、脑
力思考之深诉诸笔端、镜头、话
筒，努力做到写得实、写得新、写
得活。

围绕新闻战线增强“四力”，
中国记协下一步将在教育培训、
行业自律、维权服务、国际交流
等工作各方面突出“四力”主题
和内容，推动新闻工作者提高政
治能力，提高专业本领，锐意创
新创造，培养优良作风，为开创
新闻舆论工作新局面提供坚实
保障。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新闻道
德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孝汉主持
会议并讲话。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政文采访室副主任
吴晶、人民铁道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毕锋结合自身工作实
践，就如何增强和践行“四力”发言。20 余名中国记协新
闻道德委员会委员就新闻战线如何增强“四力”发表评议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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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朵“南京花”开了 1 . 74 亿年，与侏罗纪恐龙同框
新华社南京 12 月 18 日电(记者王珏玢)电

影《侏罗纪公园》或许该改改了——— 与侏罗纪恐
龙同框的，除了高大的苏铁、桫椤，还应该加上
一抹亮色——— 鲜花。

由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领衔的一个
国际研究团队，新近在南京东郊发现了 200 多
块远古化石花的标本。研究表明，这些花朵生
活的年代距今至少有 1 . 74 亿年，是迄今为止
人类发现的最古老的花朵化石，它们的发现将
被子植物的起源时间前推大约 5000 万年。科
研人员将之命名为“南京花”。相关研究成果
18 日发表在生命科学领域知名刊物《电子生
命》上。

与恐龙同龄的花界鼻祖

古今中外，无数中外文人歌咏过鲜花的芬
芳馥郁。然而，花自何时在地球上出现，植物学
家却一直没有定论。

长期以来，古生物学界的许多学者认为，
开花植物直到白垩纪(1 . 45 亿至 0 . 65 亿年前)
才真正出现。这一观点被反复重申，几乎成了
教科书中牢不可破的真理。但真相确实如此
吗？

此次发现的“南京花”化石，打破了这个传
统认知。这些保存在细砂岩中的远古花朵标本，
来自 1 . 74 亿年以前的侏罗纪早期。那时，盘古
大陆上分布着郁郁葱葱的绿洲，翼龙在空中展
翅、恐龙称霸陆地、鱼龙在水中遨游，比过去人
们认为的花朵出现时间早了 5000 万年。

“南京花”标本，从肉眼上看很像现在的
梅花。单朵“南京花”直径 10 毫米左右，多有
4 片或 5 片花瓣。在显微镜下，花萼、花瓣、雌
蕊等主要结构清晰可见，其子房主要由凹陷
的花托组成，子房上面长有树状的花柱，是典
型的下位子房花。

“日常生活里，人们常用‘花木’来代指
各种植物。而实际上，色彩斑斓的花是植物
的繁殖器官。”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研
究员王鑫介绍，花是植物进化出的最“漂
亮”的器官之一，它“利用”昆虫助其传粉，
还将种子包裹在果实内部，并通过各种方
式帮助它们散播。这一系列先进优越的特
点，使得开花植物逐渐“打败”别的类群，
“称霸”植物界。

“瓜果飘香”的被子植物

花不仅颜值高，而且用途广。有花植物在
生物学上称为被子植物，这是当今植物界最
进化、种类最多、分布最广、适应性最强的类
群。世界范围内的现生被子植物约 30 万种，
占现生植物界种类的绝大多数。

花和果实都是被子植物特有的结构。
人类的大部分食物，如谷类、豆类、薯类、瓜
果和蔬菜等，都来源于被子植物。即使不能
直接被人类食用，被子植物也能提供牲畜
所需的饲料。此外，被子植物还提供建筑、
造纸、纺织、油料、纤维、饮料等不可胜数的
原料。

由于种类和个体数量上的优势，被子植
物构成了覆盖陆地表面植被的大部分。以被
子植物为主要代表的绿色植物，每年向地球
提供几百亿吨宝贵的氧气，同时消耗数百亿
吨二氧化碳。它们的生存与整个人类的生活
息息相关。

“第一朵花”开在中国

最早的花为何起名“南京花”？因为此次
发现的化石花标本，产自南京东郊一处早侏
罗世地层之中。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现代化大城市的周
边竟然还能有这么重大的发现！”第一个找到
“南京花”的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副研究
员傅强，用“壮观”来形容这个化石宝藏。自
2016 年初他无意中发现“南京花”开始，研究
团队已经陆续找到了 200 多块南京花标本。
最密集时，一块两个巴掌大的化石上，就分布
着七八十朵“南京花”。

“我们很幸运能在中国发现最早的花朵
化石。这意味着，中国学者在被子植物的起源
研究上将拥有更多话语权。”王鑫说，“南京
花”的发现不仅前移了花朵的历史，还将直接
冲击传统的被子植物演化理论。植物学界有
理论曾认为，花朵雌蕊的基本单位心皮，是由
大孢子叶演化而来。而对“南京花”的研究表
明，“南京花”不仅没有心皮，且其雌蕊是由枝
和叶共同组成。这一结果，与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观点一致。

左图：12 月 18 日，在“南京花”研究成果发布会上，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所副研究员傅强展示
“南京花”复原图。右图：12 月 18 日，工作人员在展示一块“南京花”化石。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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