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0日 责编 沈晨 美编 季枫 邮箱 dhbu7@126.com要闻 AⅠ·04

□河南日报记者 朱殿勇 刘勰

把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河
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连续发
布的第 4年，跟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报告还开设了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专题，主要研究
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创
新体系建设、创新能力评价和
创新环境评价，提出建设的发
展方向和着力点。

根据调研，95%的企业代
表和政府代表认为，示范区建
设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人才问
题；八成企业代表认为资金问
题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创新发
展；其他依次为政策问题、环
境问题。对此，报告建议，政

府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创
新发展的保障。

示范区跨越了3个地市
级行政单位，怎样突破行政区
域的边界束缚，实现三地间的
无缝衔接、有效互动？

报告建议：第一，应成立
示范区内部的协调机构，形成
联动发展机制，避免出现郑洛
新三市各自为政、区域间和城
市间的不良竞争、创新产业雷
同等现象。第二，确立整体发
展的发展理念，构制示范区的
发展蓝图。第三，加强郑洛新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人文环境
建设。

18个城市中
济源、漯河、许昌最宜居
2017年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出炉

□记者 王迎节

核心提示 | 生长、生活在河南，你了解河南的社会治安形
势吗？18个市，到底哪个最宜居？昨日，《河南社会治理
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报告）在郑州大学新鲜出炉。

据了解，作为目前河南省社会治理方面最为系统和权
威的研究报告之一，其由社会管理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精
心打造。该中心由郑州大学牵头成立，自2012年成立以
来，一直以河南省社会治理的热点问题和省委省政府关切
的重点问题为切入点，结合前沿理论，进行学术研究，从而
服务河南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

社会治安形势稳定，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报告，河南省社会治
安形势基本稳定，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

从具体数据上看，2015
年，全国的万人刑事案件率为
60.78件/万人，而河南省仅为
57.69件/万人，显著小于全国
水平。此外，2015年全国的
万人犯罪率为8.65件/万人，
而河南省万人犯罪率为7.59
件/万人，也明显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另外，据发布，河南省城
市2016年度社会治安指数得
分为 71.5，社会治安评价为

“比较高”，与2015年相比，社
会治安指数提高 4.34%，从

“一般”上升为“比较高”，表明
河南省城市总体社会治安状
况好中有升。

而从地市社会治安指数
来看，济源、许昌和三门峡的
社会治安指数在全省处于较
高位置，其社会治安指数分别
为77.4、77.4和77.3。从增幅
来看，14个城市社会治安评
价有所提高，其中驻马店、商
丘、信阳有较大提升，社会治
安评价提升均在10%以上。

河南省城市整体宜居情况较好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们对自己所在城市是否宜居
也愈发重视。

报告中的《河南省宜居城
市调查分析》指出，宜居城市
是指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
城市，其应当具有良好的居住
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和生态自
然环境，既达到一定程度的经
济发展，又保证为居民提供绿
色、和谐、便利的生活环境。

调查发现，河南省城市整
体宜居情况较好。其中，济源
市、漯河市、许昌市排名前三，

而安阳市、商丘市、周口市宜
居指数相对较低。另外，从环
境优美度方面来看，济源市、
洛阳市、漯河市得分较高，周
口市得分最低；从城市喜爱度
方面来看，18个市差别较大，
信阳市、许昌市得分领先，平
顶山市、安阳市得分较低。

宜居，也在一定程度上意
味着居民有较高幸福感。对
此，报告还发布：河南省居民
对未来比较乐观，幸福感、信
心感较去年均有所上升。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人才、资金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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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入落实精准扶贫，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召开

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重点发力

脱贫攻坚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薄弱环节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核心提示丨7月9日，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通报我省脱贫攻坚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总结成
绩、分析问题，对进一步做好全省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
王炯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脱贫攻坚工作摆上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作出一系列重要
部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以推
进。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打
赢脱贫攻坚战的坚定决心，为我
们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切实履行好脱贫攻

坚的政治责任，不折不扣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

会议指出，全省脱贫攻坚第
三次推进会以来，各地各部门认
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集
中力量促脱贫，真刀真枪抓整
改，政治站位明显提升，问题整
改比较深入，广大干部尽职尽责
担当作为，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同时，我省贫困
人口总量依然较大，深度贫困地

区和群众脱贫挑战较大，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上还存在差距，思
想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各
级各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把脱
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作为检验“四个意
识”的重要标准，真正把脱贫攻
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再鼓
劲、再加力，稳扎稳打、奋发有
为，积小胜为大胜，奋力夺取脱
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薄弱环节。继续深入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以解
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帮扶
措施落实到村到户为抓手，以补
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体系，聚
合政策效应，集中力量攻关，确保
脱贫目标全面实现，确保小康路
上不落一人。要紧盯致贫成因，
坚持精准施策。对致贫返贫的病
因要把准脉、开对方，靶向治疗。
减轻贫困群众医疗负担，改善贫
困地区的教育条件，集中解决“四
类重点对象”的基本住房安全问
题，利用政策资源帮助丧失劳动
能力的残疾人、孤寡老人等贫困
人口顺利脱贫。要紧盯稳定脱
贫，坚持标本兼治。抓好产业扶
贫，把培育特色产业作为脱贫攻
坚的根本出路，科学规划重点脱

贫产业，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注意防范经营风险；抓好金融扶
贫，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
作用；抓好易地扶贫搬迁，加快项
目进度，严格工作标准，真正做到
应搬尽搬、搬出搬好。扎实做好
黄河滩区居民迁建工作，把好事
办好。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
凝聚脱贫攻坚的强大合力。加强
党的领导，完善责任链条。压实
省市县三级责任，压实乡村责任，
合力攻坚克难。要在脱贫攻坚中
考察干部、发现干部、培养使用干
部。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
力宣传脱贫攻坚当中的好经验、
好典型，为脱贫攻坚工作营造良
好氛围。要咬定目标、苦干实干，
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干部要

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以
临战的姿态、创新的工作、扎实
的作风，全力投入脱贫攻坚。一
要抓住关键环节，注重统筹推
进。二要突出重点帮扶，确保全
面脱贫。三要做好结合文章，落
实扶贫政策。四要夯实基层组
织，加强基层建设。

会议对今年下半年的工作
重点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要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
思想新战略，扎扎实实做好改革
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
好环境。

会议通报了我省脱贫攻坚
问题整改工作情况。

□河南日报评论员

一步一脚印，聚力促脱贫。
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
通报了前一阶段整改情况，提出
了下一阶段工作要求，对一些地
方的先进经验给予总结，对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深度剖析，是一次
部署科学、措施有力、指导性强
的会议，全省上下都要认真学习
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自全省脱贫攻坚第三次推进
会议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集中力量
促脱贫，真刀真枪抓整改，全省脱
贫攻坚工作问题整改比较深入，
政治站位明显提升，广大干部尽
职尽责担当作为，展现出良好的
精神状态。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我省贫困人口总量依然较大，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上还存在一定
差距，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
还有待提高……我们要进一步转
变作风、抓紧整改，排除万难将“第
一民生工程”扎实向前推进。

提高政治站位方能促进行动
自觉。打赢脱贫攻坚战，既是重
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
问题。脱贫攻坚体现了我们党的

根本宗旨，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关系“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能否如期实
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脱贫攻坚工作，将其摆上治国理
政的突出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加以推进。我们要认真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不断提升政治认识，更加自觉地
把脱贫攻坚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具体
行动，铆足劲头，脚踏实地，真正
把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扛在肩
上。

脱贫攻坚，要有攻坚拔寨、顽
强拼搏的韧劲。习近平总书记曾
深情感慨，40多年来，扶贫始终是
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花的精
力最多。打赢脱贫攻坚战，不是
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解决的，当
前我们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
中之困、坚中之坚，必须做好打持
久战、攻坚战的准备，以水滴石穿、
绳锯木断的劲头，解开一个又一
个难题，攻克一座又一座山头。

脱贫攻坚，要有结合实际、开
拓创新的实招。鹤壁市淇滨区按

照“一户一码”，把贫困户户档信息
制成二维码，用手机扫码，随时随
地可以查看；卢氏县积极探索金
融扶贫，今年整个涉贫贷款已经
达到6个多亿。脱贫攻坚是对党
员干部政治素养的淬火提升，也
是对工作能力的一场历练，党员
干部要善于把上级的政策和本地
实际结合起来，增强创新本领，练
好落地实招，用足用活政策，不断
提升精准施策的能力。

脱贫攻坚，要有埋头苦干、锐
意进取的作为。“厅官”吴树兰，主
动请缨，两次担任“村官”，带领乡
亲们脱贫致富。党员干部既要有
带头冲锋、大胆进取的魄力，也要
有埋头苦干、做精工细活的匠心。
只有沉下身心、真抓实干，不辞辛
劳、不怕困难，把脱贫职责扛在肩
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才能带
领一方百姓脱贫致富。

脱贫工作，讲的是政治、干
的是民生、体现的是大局、反映
的是党性。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是我们向中央签下的军令状。
让我们再鼓劲、再加力，稳扎稳
打、奋发有为，积小胜为大胜，奋
力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不
折不扣兑现这张军令状！

——一论贯彻落实全省脱贫攻坚第四次推进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