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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 君）1 月 26
日，记者从省林业厅获悉，为充分
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林业产业化建设，我省认定好想你
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355家企业为
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扶持林业产业化就是扶持林
业 ，扶 持 龙 头 企 业 就 是 扶 持 林
农。开展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认定工作，是根据国家、省
有关规定和政策，加大对林业企
业的支持力度，推进我省林业产
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全省评审确认的这
355 家省级林业产业化重点龙头
企业，总资产超过 600 亿元，年销
售收入达 384 亿元以上。综合分
析这些企业近年来的运营数据可

以看出，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良
好的市场运作、敏锐的市场嗅觉，
这些龙头企业市场竞争力不断增
强，通过“公司+基地+农户”、“公
司+农户”方式，辐射带动作用也
日趋显著，不少县区和乡镇已初
步形成花卉苗木、木材板材加工、
家具生产集聚区和生产加工专业
乡村，提供就业岗位超过 10万个，
带动周边 7万余户林农共同致富。

省林业厅林业产业发展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对省级林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将实行动态管
理，定期监测，监测不合格的企
业，将取消其省级林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资格。③7

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以来，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通过
提案履行职能，共提交提案 736件，经审查立案
606 件，作为委员来信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95 件。目前立案提案已经全部办复。通过提
案办理，许多凝聚委员智慧与心血、反映人民群
众期待与要求的意见和建议被采纳，并落实或
体现到相关政策法规、发展规划、部门工作中。

关键词：富强河南
提案者对涉及我省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深入调查研究，围绕建设富强河南提出很多科
学建议，为省委、省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
供重要参考。
【提案点击】

关于《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综合支撑区》的
提案，省发改委经多次调研论证，向国家发改委
上报了《关于河南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总体思路和建议的报告》。国家发改委已将郑州
和洛阳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的重点节
点城市、郑欧班列作为重要运输通道写入规划。

省商务厅高度重视建议我省积极申报郑州
航空港自由贸易区的提案，制定了《中国（郑州）自
由贸易实验区申建工作方案》，寻求国家商务部和
有关部委的支持，为我省申建自贸区创造条件。

关键词：文明河南
提案者围绕建设文明河南积极建言献策，

为打造文化强省、提升河南形象作出积极贡献。
【提案点击】

针对《以文化引领开封发展，助推开封成为
国际旅游文化名城》的提案，省旅游局组织有关
部门赴开封实地调研，帮助开封市挖掘旅游资
源，开拓旅游市场，并给予资金支持。

省发改委在办理《关于加快我省地方政府
诚信体系建设》提案时，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目标责任制，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年度工
作绩效评价办法，着力推动河南省公共信用信息
系统平台建设。

关键词：平安河南
围绕建设平安河南，提案者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社会治安、食品安全等社会问题，建议有关
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提案点击】

省公安厅在办理《建议公安部门加大对医
闹的打击力度》提案时，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在重点医
院建立警务室的通知》，在全省 506家二级以上医院建立警务室 443个。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真采纳提案关于加大对城市餐厨垃圾管
理力度的建议，联合有关部门深入开展打击地沟油犯罪专项整治行动，
扩大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试点覆盖范围，扶持骨干企
业降低研发成本，加快餐厨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同时，对提案反映较多的就医、就业、就学、养老、住房以及出行
难、停车难等热点难点问题，有关承办单位高度重视，吸纳提案建议，
着力为群众解难事、办实事，促进了民生改善。

关键词：美丽河南
为建设美丽河南，提案者就农村环境污染、城市雾霾治理、生

态环境保护等热点问题提出建议。
【提案点击】

办理《关于加快秸秆综合利用步伐，杜绝秸秆焚烧减少雾霾》提案
时，省环保厅切实履行环境监管职责，定期发布各地秸秆焚烧情况通报；
省农业厅开展秸秆资源调查，实施了秸秆综合利用示范推广。

省住建厅在办理《加强我省城市卫生环境管理力度，创建美丽河南》提
案时，将相关建议吸纳到我省《关于进一步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的实施意见》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市政设施、生态园林、建筑工地、住
宅小区建设等推行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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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小平

355家企业被认定林业产业“龙头”
带动 7万林农致富

企业名单详见 ▶▶11版

强化学习持续改进作风

一年来，省政协常委会认真学
习领会中共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
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为履行职能提供重

要的思想保证。认真学习贯彻省委
九届七次八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和其他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各
项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找准服务
改革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省
政协常委会聚焦“四风”问题，狠抓
整改落实，着力建章立制。一年来，
完成省政协领导班子和机关领导班

子“四抓”重点事项 63个，省、厅级领
导干部“三件事”整改事项 705 个，

“上下联动”整改事项 4个，解决市县
政协反映实际问题 82项，制定和修
订党组会议议事规则、主席会议工
作规则、加强机关干部队伍建设的
意见等 12项，重点解决制度缺失、缺
位和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问题，强
化制度的刚性约束力和执行力。

完成省政协领导班子和机
关领导班子“四抓”重点事项

63个，省、厅级领导干部“三件

事”整改事项705个，“上下联

动”整改事项4个，解决市县政

协反映实际问题82项。

积极作为服务改革发展

省政协常委会自觉将政协工作
置于全省工作大局中来谋划、来部
署，紧紧围绕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和群众关切的实际问题，积极作为。

紧扣重大部署组织调研。先后
围绕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大省和高
成长服务业大省，组织开展集中调
研，并分别在常委会议上进行专题议

政，提出搞好产业发展规划、推进科
技创新、加快服务行业提速升级等 8
个方面 31条建议，助推先进制造业
大省建设行动计划的实施和加快建
设高成长服务业大省意见的制定。

紧扣重点工作进行视察。组织
省政协常委视察团视察电子商务产
业发展和黄河滩区扶贫开发情况，
对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相关扶持政策
和启动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作
提出建议。组织住省辖市委员考察

南水北调工程和生态农业、食品产
业发展、城市规划建设、旅游产业发
展等，组织住省直管县（市）委员考
察传统支柱产业重组与技术改造情
况，促进了有关工作的开展。

紧扣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参与
主办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增强
了华夏儿女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
了经贸文化交流。主办豫商大会和

“5+2”经济合作活动，共促成 65个项
目签约，意向投资达770亿元。

提出搞好产业发展规划、
推进科技创新、加快服务行业

提速升级等 8 个方面 31 条

建议。

为民建言促进民生改善

一年来，省政协常委会坚持把
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作为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发挥独特优势，促进民生改善。

主动关注民生问题。就教育、就

业、医疗、社保、交通、食品安全、生态
环境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开展
调研视察30余次，撰写报告90多篇。

主动反映群众愿望。委员们在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国家
级蔬菜种子生产基地认定、南水北调
工程命名以及公立医院公益作用发
挥等方面，提出360多条意见建议。

主动维护群众利益。通过督办
杜绝秸秆焚烧减少雾霾、加强城市
卫生环境管理、加大医闹治理力度、
强化城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无害
化处理等提案，推动有关部门加强
大气环境质量监测、城市卫生精细
化管理、医疗秩序维护、地沟油专项
整治等工作。

就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开展调研视察 30 余次，

撰写报告 90 多篇。

发扬民主凝聚智慧力量

省政协常委会注重发挥政协作
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积极推进
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批 35项重点改

革事项之一——建立月协商座谈会制
度。制定推进协商民主工作方案、协
商工作计划、协商座谈会暂行办法和
工作规程，初步建立协商民主机制。

着眼充分发扬民主、着力增进
团结，省政协常委会积极引导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为中原更加
出彩贡献智慧力量。一年来，协商
办理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提案 112
件、信息 444条。同时，密切联系民
族宗教人士，广泛团结港澳台侨同
胞，促进交流合作。

一年来，协商办理省各

民主党派工商联提案 112
件、信息 444 条。

适应新常态 助推中原更出彩

叶冬松在报告中对省政协做好
2015年工作做出部署：始终坚持正
确方向，牢牢把握团结民主主题，主
动适应新常态，积极服务改革 发
展，着力促进依法治省，有序推进
协商民主，努力维护和谐稳定，不

断增强履职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2015年，省政协常委会将会选
择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开放、强
化创新驱动、夯实基础支撑、加强民生
保障、化解各种风险等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大问题和省委省政府交给的重
要任务，深入调研，广泛咨询，充分协
商；就公共服务、教育均衡、扶贫开发、

生态保护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
题，摸实情，讲真话，进诤言，促进群众
更多更好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围绕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保证公正
司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
工作队伍建设等问题，组织委员深入
开展视察调研、协商议政，提出具有
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③11

始终坚持正确方向，牢牢
把握团结民主主题，主动适应
新常态，不断增强履职能力，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
建设作出新贡献。

主动适应新常态 助力中原更出彩
——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解读

□本报记者 冯 芸

为改革发展聚合

力、添动力；为民生改

善 建 良 言 、献 良 策 。

2014 年，在省委领导

下，省政协常委会按

照省委工作部署和省

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

确定的工作任务，认

真履行职能，切实发

挥作用，为助推改革

发展、促进和谐稳定

作出了积极贡献。

1 月 26 日 下 午 ，

政协第十一届河南省

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

郑州隆重开幕，省政

协主席叶冬松向大会

报告了省政协常委会

一年来的主要工作，

并提出2015年的工作

部署。

“这么快就到了！看来我们的
‘绿色赴会’行动胜利在望！”1 月 26
日，乘坐郑开城际列车来参加省十
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四位省人大代
表欣喜地说。

当 天 18 时 16 分 ，郑 开 城 铁
C2813 次列车抵达郑州东站。省人
大代表、开封市中医院院长庞国明
赶紧招呼其他三位代表朱金喜、代鑫
波、张绍敏带好行李下车。几天前，
由庞国明倡议，四位开封团代表决定
乘坐城铁、地铁赶赴驻地报到，并把
这次活动命名为“绿色赴会”行动。

他们都是第一次乘坐郑开城
铁。“我们一方面想体验一下郑汴一
体化的发展进度，另一方面想以实
际行动为保护环境尽一份力。”庞国

明说。
省人大代表、开封县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代鑫波是四个人里
上车最晚的，他利用白天的时间，对
今年自己打算提交的建议作了最后
一遍修改。

“今年省两会，我最关注的就是
环境污染问题。治理环境污染，不
仅需要政府‘出重拳’、‘向污染宣
战’，每个人都责无旁贷，应该以实
际行动，为低碳、节能贡献一点绵薄
之力。”代鑫波边走边说。

18 时 40 分，代表们登上地铁。
半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绿城广场
站，经过 20 分钟的步行，赶到了开
封团驻地嵩山饭店，全程只用了两
个小时，约为往年时间的一半。

“实践证明，坐‘城铁+地铁’去开
会，环保、方便、高效！我们的‘绿色
赴会’很成功！”庞国明笑着说。③12

四位省人大代表乘坐城铁、地铁赴会，他们说：

“我们的‘绿色赴会’很成功！”
□本报记者 柯 杨

本报通讯员 陈 波

▲1月 26日下午 3时，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在
省人民会堂开幕。政协委员认真听取《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⑤3

◀大河网在会场设立的河南“两会”直播中心
内，记者正投入地工作。⑤3 本报记者 史长来 摄

两会新风

两会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