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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申鸿皓）

“这几天气温回升快，小麦生长活

跃，同时也是纹枯病、麦蜘蛛等病

虫草害的危害盛期，是小麦综合防

治的关键时期……”2月13日，在
社旗县晋庄镇3万亩高标准永久
性粮田示范方里，该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陈春先正在进

行麦田春管技术指导，并对麦农的

提问逐一解答。

春节之后，该县农业局就组建

16支小麦春管服务小分队，分包全
县16个乡镇（街道），深入麦管一
线，开展小麦苗情、墒情、病情“三

情”调查,并和乡镇农技人员及村
“科技能人”、“田秀才”、“土专家”

一起，宣传指导冬春麦管技术。同

时，利用发放技术资料、召开现场

会、培训会、地头会、广播会等形

式，科学指导农民适时开展小麦划

锄镇压、弱苗追肥和病虫草害监测

防治等管理工作，为农民提供方便

快捷、科学实用的技术服务，受到

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截至目前，该县共派出农技人

员200余人次，举办培训班15期，
发放技术资料2万余份，召开技术
推广现场会30多场，现场指导群
众 2000余人次。同时，针对不同
地块儿，提出相宜管理技术近百

条，丰盛的麦管技术营养餐有力地

服务支持了春耕生产，为该县 90
余万亩冬小麦丰产丰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③10

社旗加强春季麦田管理

专家到田头 传技手把手

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

下，内乡县灌涨镇岗头村种

植西瓜、葡萄近2000亩，带
动 贫 困 群 众 户 均 年 增 收

4000多元。眼下，他们正抢
抓时机培育西瓜苗。

特约记者 张中立 摄
记得小时候，长辈们总是叮

嘱子女，不要和那些“不三不

四”的人交往，小心别被他们带

坏了。这些年，有不少人直接栽

倒在朋友圈，或受到朋友圈中

“负能量”多的人的不良影响。远

离“负能量”的人，不断净化朋

友圈，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要

课题。

远离“能量大”的人。有一

种人总是神秘兮兮，给人感觉来

头很大、“水很深”，似乎什么事

情都不在话下，都敢于拍胸脯包

办。这种人往往不是吹牛撒谎，

就是在拉大旗作虎皮，甚至胆大

妄为、胡作非为。然而，很多人

对他们常常心生仰慕和迷信，会

不由自主地攀附上去。和“能量

大”的人交往，容易被其蒙蔽，

说不准哪一天被带到沟里去还浑

然不知。

远离“会来事”的人。他们

往往整天阿谀奉承，善于揣摩心

思、投人所好，甚至想你之未想、急

你之未急，特别善于帮你“摆平”

“搞定”麻烦。他们多喜欢吹吹拍

拍、拉拉扯扯，油腔滑调、见风使

舵，甚至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与

“会来事”的人相处，容易被带进

“圈子”、结为团伙，陶醉于你来我

往、投桃报李的人际关系中，渐渐

被各种庸俗哲学网罗其中。

远离“花大钱”的人。出手阔

绰、花大钱不眨眼的人，未必是豁

达大方。“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掉馅饼之时，往往是有陷阱之日。

大手大脚为你花大钱的人，绝不是

无私慷慨，多半恰恰是居心不良，

或有求于你，或图来日回报，即便

都不是，迟早有一天也要从你那寻

求弥补。与这样的人相处，久而久

之会“被围猎”“被绑架”，成为一条

绳上的蚂蚱。

远离“江湖气”重的人。有

一种人开口好兄弟，闭口铁哥

们，甚至豪言不惜两肋插刀，一

副很侠骨、很仗义的样子。江湖

气说白了是一种匪气、痞气和戾

气，在官场上叫“官油子”，在社

会上叫“老油条”。和“江湖气”

重的人相处，甚至搞“金兰结

义”，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势必

会被拉下水。

远离“颓废消极”的人。现

实中，有的人似乎什么都不在

乎，动辄看透了，他们或则整天

只知吃喝玩乐、歌厅泡吧、搓麻

桑拿，或则意志衰退、精神滑

坡、萎靡不振、不思进取。如果

身边围的都是这些人，耳濡目染纸

醉金迷、贪图享受的生活，甚或不

以低级趣味为耻、反以为荣，乃至

觉得在他们面前自己落伍了、老土

了，那么变坏也就是迟早的事。

远离“自由散漫”的人。有的

人一味主张个性张扬，强调活出自

我，往往天马行空、目无纲纪。这

种人大多不讲约束，组织观念淡

薄，集体意识淡化，懒散疲沓、松松

垮垮。“浅近轻浮莫与交，地卑只解

生荆棘。”和自由散漫、轻浮轻率的

人交往久了，往往会向往“牛栏关

猫，进出自由”的生活，逃避监督、

规避管理，这其实离出事也不远

了。

尽管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

必黑，但毋庸讳言，不是每个人都

有这般秉性和定力，人与人之间也

是容易相互影响的。一个人要行

得稳、走得远、飞得高，就得慎交

友、结好伴，让自己的朋友圈“如入

兰室”，神清气爽。③11

让“朋友圈”清清爽爽
□徐文秀

本报记者 贾林伟 特约记者 廖涛

入道很晚，入行却很深。

不求名利，他成为南召审计的

行业标杆；辨别荣辱，他获得了“审

计铁兵”的荣誉称号；厘清公私，他

成全了公私不误的“走心暖爸”。

他就是南召县审计局工程造价

师王峰。看起来像邻居大哥的王

峰，填补了南召固定投资审计的一

项空白。

2009年至 2017年，他从事政
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一身正

气、一丝不苟、一尘不染，敢当公

共资金的“看门人”，用忠诚向党

和政府交上满分答卷。7年来，他
参与审计项目 46个，总额达 4.52
亿元，审减 3829万元，收缴违规
资金122万元，节约财政资金3829
万元。

“初心难忘！”50岁的王峰淡淡
地说，紧蹙的眉宇之间透露着豁

达。他心怀感恩、肩负责任，炼就对

党的忠诚品格，锻炼对事业的忠勇

精神，成为业务精、作风硬的审计标

兵。

名与利

2015年递交入党申请书，2016
年参加入党培训，他的新年希望就

是“201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接受记者采访，王峰从“忠诚”

讲起。出身农家，他打小崇拜父亲

——南召县石门乡石门村党支部书

记，耳濡目染这位老党员的正气、正

义、正直，懂得了“对党要忠，对人要

恕”的深意。

1990年7月，他从焦作煤炭工
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原南召县粮

食局建筑公司（今南召诚信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工程预决

算、质量管理等工作。2002年 10

月，善思好学的王峰通过考试，顺

利拿到了造价工程师资格证，成为

全县具有此项资格为数不多的一

个。

2009年，处于半失业状态的
他，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

这年8月，谭天德到任南召县审计
局局长，按照规定开展投资审计，

却没有具备开展此项业务能力的人

员。

机遇“从天而降”，王峰被谭天

德“相中”，受聘于县审计局。到

2013年2月，拥有“责任之心、感恩
之心、仁爱之心”的王峰，通过“绿色

通道”成为南召县审计局干部，找到

实现抱负、竭尽忠诚的人生舞台。

2015年，48岁的王峰递交入党
申请书；次年5月，参加了入党培训
学习。

对于这些，他并无收获名与利

的欣喜，而更深刻地领悟到职业的

忠诚，“审计，为财政的每一分钱负

责”！

荣与辱

践行忠诚，王峰以审计精、准、

实为光荣，以粗、差、虚为耻辱。

面对计算机带来的高科技犯

罪，信息化倒逼着审计工作向现代

化迈进。

虽然毕业于焦作煤炭工业学校

工民建专业23年，刻苦学习的王峰
却精于审计信息化业务，“对付高科

技犯罪，苦干加巧干，蛮干没有

用”。2009年，他自掏腰包购买软
件，“将纸质资料搬到计算机上，借

智审计”。很快，全局向他学习，审

计效率大大提高。

人品好，技术好，案件当然好。

这是王峰参与的系列优秀案例，折

射出他脚踏实地的足迹——

2009年至2012年，审计13个项

目审减工程造价 159.8万元，收缴
69.2万元；2014年，8个审计项目收
缴违规资金 17.55万元；2015年，6
个项目共审减工程造价1539万元，
收缴12万元。

审减比例最高的，当属2013年
县产业集聚区标准化厂房竣工决算

审计，总金额5595万元，审减工程
造价1171万元，审减率达20%，这个
案件被评为市 2014年服务发展优
秀审计项目。7年来，他参与的市级
优秀案件，还有2014年内乡县保障
性住房跟踪审计。

审计南召县社会化汽车站项目

竣工决算中，王峰抵制诱惑，不惧恐

吓，拿着尺子到工地丈量，审减的土

石方量与3年后的第三方测算量高
度一致，为此节约资金269.4万元。
由此，南召严肃查处了29名违纪违
法人员。

审计让被审计者心服口服并非

易事，王峰却做到了。

2015年、2016年，他连续两年
参与南召县黄洋北路改造工程竣工

决算审计，审减总额达1722万元。
特别是2016年两个项目属于BT模
式，审减工程造价500多万元。被
审计者是浩创房地产开发公司，刘

红军是项目经理。

刘红军亲眼见过王峰三伏天在

工地现场测量梅花桩点，3米远一
个，全长8000多米，“老王堪称十项
全能运动员”，测点实、测算精，“打

心底敬佩他”。对于隐蔽工程，王峰

借休假日去暗访，努力拿到第一手

资料，“决不放过一个细节”。

公与私

王峰的公私分明，让南召县审

计局副局长陈峰记忆犹新。

那天，王峰手里拿着钱匆匆找

到分管局办公室的陈峰，声称“来缴

电费”。一头雾水的陈峰后来才明

白，那个月王峰在单位公用车棚里

给电动车充过两次电。

此事传出，全局同事都为王峰

点赞，“受到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

每个人在“公”与“私”之间划了一道

醒目的红线。

当然，大家最感动的，还是王峰

从未因“私”而废“公”，从未丢掉“审

计铁军”的底线，从未丢掉为人父的

仁慈。

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家庭：妻

子，2006年从县缫丝厂下岗，至今未
能再就业；女儿，大四学生，学习中

文；儿子，11岁，因脑瘫生活不能自
理。

7年前，有人劝他，“脑瘫儿命不
长，扔了算了吧”。王峰直摇脑袋，

微微一笑，不悲不喜。

一头是日益繁重的工作，一头

是日渐康复的儿子，王峰像只小船

摆渡其间。为了兼顾两头，他在县

审计局门口600多米处二姐家安顿
下来，一住就是7年。

同事毕俊丽说，“他总是第一个

来，却是最后一个走”，扫地烧水擦

栏杆全包下。他俩同处一个办公

室，毕俊丽看得真切。

儿子治病真缺钱，王峰却从未

假公济私。有人去他租房处送钱送

物，美其名曰“看孩子”。他和家人

一概拒绝，“人家敢送，我就敢还回

去”。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个违纪违

法问题，更是个“我收礼、我坏良心”

的道德问题。③6

不 忘 初 心 铸 忠 诚
——记南召县审计局工程造价师王峰

本报讯 （记者扈玲）2月 13
日，省人防办主任贾宏伟、副主任

于福长带领省人防办调研组，到我

市调研人防工作，季陵、郑茂杰、王

中立等参加调研。

调研组实地察看了我市部分

人防设施，并与部分县区的人防办

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调研组认

为，“十二五”期间，南阳人防工作实

现了多项突破，综合排名在省辖市

同类人防城市中位居第一，为全省

的人防工作带了一个好头。针对下

一步的工作，调研组提出了具体的

意见和建议。郑茂杰表示，要深刻

理解认真研究调研组对我市人防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聚焦对标，制定措

施，狠抓落实，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

力建设上要再上新台阶，为河南人

防迈入全国先进、加快南阳转型跨

越发展作出新的贡献。③8

省人防办调研组要求

提升基础设施 争做先进表率

位于卧龙区光电产业集聚区的河南东雷锂电有限公司总投资1.5亿
元，年生产1亿毫安锂离子电池。 本报记者 崔培林 摄

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

（上接A1版）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
满活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

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的

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

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

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

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就是党内

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

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

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

邪的战斗员。

习近平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

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

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

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

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

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

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

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

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

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

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

正错误。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

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

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

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

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

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

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

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

产党人政治本色。对领导干部特别

是高级干部来说，加强自律关键是

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

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

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

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

轨、不逾矩。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

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

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

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

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领导干部严

格自律，要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

方向、守住原则，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带头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

正各种不正之风。领导干部严格自

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

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

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

矩。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

觉主动接受监督，对党忠诚老实，党

员、干部决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绝

监督，党组织也决不能以任何理由

而放松监督。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针对党

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指出

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

措，也有治本方略。学习领会《准

则》、《条例》，必须紧密结合新形势

下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来进行。《准

则》、《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

明确指向，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大

家要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对

照，不能大而化之、囫囵吞枣。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

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

任，使贯彻《准则》、《条例》成为每一

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

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亲自

抓、亲自管，确保贯彻落实不走偏、

不走样。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检查和

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严格落

实执纪问责，完善抓落实的长效机

制。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

范，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

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

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希望在

座各位带个好头，在全面从严治党

中作出新业绩、树立好形象。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

家全局高度，深刻阐释了加强和规

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

重大问题，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

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联系实际

学深悟透，把握精髓要义，更加扎实

地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各级领导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上率下，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

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提高党内政治生活

质量，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

态，加强严格自律、强化责任担当，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落实，汇聚促进改革发展的强

大力量，扎实苦干、积极作为，以推

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

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

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

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军队各大单位、军委机

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讨

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

以及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

式。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