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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严管减刑假释案件办理

“确有悔改表现”有了新杠杠
本报讯 （记者谢建晓）2 月 27

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司
法厅联合会签的《关于严格规范减
刑、假释案件办理标准的实施办法

（试行）》。新办法明确规定，职务、
金融、涉黑等“三类罪犯”必须通过
主动退赃退赔或者积极协助追缴
境外赃款赃物的方式消除犯罪影
响 ，才 可 以 认 定 为“ 确 有 悔 改 表
现”。新办法自 3月 1日起试行。

“自觉遵守监规狱纪”
有啥标准

自觉遵守监规狱纪，是认定服刑
人员确有悔改表现的四个必要条件
之一。新办法指出，“自觉遵守监规
狱纪”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没有违反

监规狱纪，二是违反监规狱纪，但尚
不足以对改造表现作出否定性评价。

对哪些行为可以作出否定性
评价？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徐哲说，
首先要看违反监规狱纪的行为，与
犯罪行为是否属于同一性质。如
犯故意伤害罪，执行期间又故意伤
害他人身体，那么就应当认定其没
有悔改表现。其次，要审查违反监
规狱纪的具体情况。如果是主动
的、故意的且情节严重，应当对其改
造表现作出否定性评价；如果是被
动的、过失的且情节轻微，就不应当
对其改造表现作出否定性评价。

是否“积极参加学习”
要看成绩

积极参加学习，也是认定罪犯

确有悔改表现的必要条件之一。
实践中，对“积极参加学习”的认定
标准不够规范，不够严格。只要服
刑人员参加学习，取得一定成绩，
就视为具备这一条件。新办法规
定，今后，必须审查其学习成绩，如
果学习成绩达不到合格标准，就不
能认定为积极参加学习。

“确有悔改表现”如何认定

在认定服刑人员确有悔改表
现的操作标准中，表扬奖励是监狱
对服刑人员量化考核的结果，是定
量标准。同时，监狱还对服刑人员
的改造质量每半年进行一次评定，
并以优秀、良好等等级标示其改造
质量等级，是定性标准。过去，人民
法院在评价服刑人员是否确有悔改

表现时，只看定量标准。新办法实
施后，两项标准都要审查。

徐哲介绍，如果罪犯在减刑起
始或间隔时间内，优秀和良好等级
达不到二分之一以上，且提请减
刑、假释前的最后一次半年改造表
现达不到良好或者优秀等级，其获
得的表扬奖励再多，也不能认定为
确有悔改表现。

与其他罪犯相比，职务、金融、
涉黑等“三类罪犯”多是有权人或
有钱人。新办法明确规定，“三类
罪犯”必须通过主动退赃退赔或者
积极协助追缴境外赃款赃物的方
式消除犯罪影响。既不主动退赃
退赔或者积极协助追缴，又不说明
赃款赃物去向，不提供证据证明没
有退赃退赔能力的，不能认定为确
有悔罪表现。实践中，对于没有退

赃退赔或者没有全部退赃退赔的
罪犯，人民法院必须在开庭审理时
详细查明赃款赃物去向和没有退
赃退赔的原因。确无退赃退赔能
力的，应当责令其提供相关证明，
并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

实施表扬奖励清零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新办法明确了
表扬奖励清零制度。即服刑人员在
执行期间出现规定事由后，其在前次
考察期内获得的表扬奖励全部清零，
评价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的表扬奖
励从规定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徐
哲解释说，如果把不认罪和没有改造
好期间获得的表扬奖励累加计算，那
么表扬次数就不能准确反映服刑人
员主、客观悔改表现情况。 ③9

本报讯 （记者郭 戈）2 月 27
日，记者获悉，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加
快重点建设领域投融资改革创新
的新要求和新部署，省政府正式出
台《关于促进政府投融资公司改革
创新转型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
政府投融资公司由过于依赖财政
性融资向政府引导的市场化融资
转变，由偏重于公益性基础设施融
资向产业性投融资转变，进一步提
升服务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投
融资能力，为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功能定位进一步明确

近年来,我省各级政府投融资
公司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
镇化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同时也应看到,政府投融资
公司不同程度存在着投融资创新不
足、运营模式老化等诸多问题。

为此，《意见》要求要加快转换
政府投融资公司的功能定位和发
展方向,加强市场化运作和政府引
导,通过政府性债务剥离和资产重
组、股权结构调整优化、运营模式
和机制创新,使其发展成为各地投
融资的改革创新平台、国有资本投
资运营的主体、开展公私合作的政
府授权载体。

从具体定位来看，省级政府投
融资公司将主要承担关系全省发
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结构
调整等建设项目的投融资职能；
市、县级政府投融资公司将尽快从
已融资的公益性项目中退出,通过
股权转让、合资合作等方式引入社
会资本,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模式,重点支持本地城镇基础

设施、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项
目的建设与运营。

值得关注的是，《意见》将鼓励
地方政府投融资公司积极探索与
专业金融机构合作的融资模式，

“有条件的政府投融资公司可通过
与社会资本合作、发展村镇银行及
小额贷款公司等,为本地中小微企
业开展融资服务”。

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意见》全文中 23 次提到“改
革”这个关键词，不难看出，“重点推
进去行政化改革、建立完善现代企
业制度”将成为政府投融资平台转
型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任务。

加快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意
见》指出，要完善以董事会为核心
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建设,
逐步落实董事会选聘经理层等职

权。推行高管任期制、契约化管理,
逐步实现去行政化。加快实行职
业经理人制度,按照市场原则选拔
或聘任职业经理人。划清董事会
与经营层权力界限,明确界定董事
长权限,充分发挥总经理作用。

加快内部经营机制改革。《意
见》强调，要赋予政府投融资公司
充分的决策自主权,规范重大决策、
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
额资金运作的决策程序和制度。
坚持公司职工收入总水平与企业
效益、投融资目标联动,企业内部形
成更加合理的分配激励关系，逐步
建立“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
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竞
争激励机制。

加快运营及融资模式创新

为进一步激发创新活力，《意

见》鼓励政府投融资公司完善集团
化分层管控体系,推动二、三层级公
司与国内外大型企业开展战略合
作,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参股,积极发
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同时，《意见》还支持有条件的
政府投融资公司积极谋求发展适
合自身特点的金融业态,促进实体
经营和资本运营交叉融合、产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相互渗透,实现良性
互动发展,放大投融资功能。推动
有条件的省级政府投融资公司不
断壮大,逐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型
金融控股集团。

“省级政府投融资公司将在资
产存量盘活、增量突破方面发挥创
新 带 动 作 用 ,在 积 极 开 展 公 私 合
作、资产证券化方面发挥创新引
领作用。”省政府有关负责人在谈
及加快运营及融资模式创新时表
示。③9

我省出台指导意见

推动政府投融资公司转型发展

面临着成本与价格“双重挤
压”、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如何
适应经济新常态，开辟“三农”发展
新途径？一道新命题考问着河南。

刚刚出台的《中共河南省委河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改革创新
力度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
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作出
明确回答：立足做强农业，加快促
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
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拉长农业产业链条，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正
在成为我省做优农业的重要途径。
2014年，我省新增 137个现代农业
产业化集群，总数达到 457个，实现
销售总收入 8318亿元。尤其是农
产品加工业已成为万亿级的产业，
我省的“第一支柱”产业持续壮大，
有力带动了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

《实施意见》提出，要继续实施
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提
升农业经营水平。当然，粮食王牌
不能丢，要充分发挥粮食资源优
势，大力培育粮食深加工产业和集
群。“现在，我们有自己生产的绿色
方便食品——干芝麻叶；以后，或
许 我 们 也 会 吃 上 自 己 做 的 方 便
面。”商水县天华农民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刘天华表示，要带领合作社
走粮食深加工的路子。

都市生态农业，因其城市“菜
篮子”、休闲观光、生态绿化等复合
功能，逐渐成为农业发展中的“热
词”。去年，我省都市生态农业发
展工程开局良好，郑州、开封、洛阳
等 6市启动试点工作。对此，长垣
县惠民蔬菜有限公司宏力果蔬采
摘园负责人王晓霞深有感受：今年
春节，园区里的草莓、人参果等都
供不应求。“这主要是搭上了都市
农业的快车。”她说。

《实施意见》再次为都市生态
农业发展提供支持：要积极实施都

市生态农业发展工程，拓展农业新
功能。重点支持郑州、洛阳等市先
行先试，到 2020年，全省省级都市
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将达 30个以上。

“今年春耕最省事，俺村那万
把亩小麦用无人机喷药，几天就全
搞定了。”说起今年春耕，唐河县昝
岗乡岗柳村农民个个美滋滋的。
农业发展从粗放走向集约，规模经
营必不可少。去年，我省通过土地
有序流转，新型市场主体不断发
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
9.2 万家，种粮大户 3.9 万家，家庭
农场 1.6万家。《实施意见》提出，要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
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过度开发农业资源，过量使用
化肥农药农膜，农业发展曾经欠下
了生态账、环境账，以后不仅要杜绝
再欠新账，还要逐步还上旧账。《实
施意见》提出，加强农业生态建设，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强化质量安
全监管，确保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拓展现代
农业市场空间等一系列举措。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和生产方
式，从粗放走向集约，河南农业正
在翻开新的篇章。③6
■权威点评

省委农办副主任 王振伟
粗放经营的农业发展方式和

生产方式正陷入困境：国内外市场
农产品价格倒挂产生“封顶效应”，
继续提价遇到了“天花板”，农业生
产成本“地板”则刚性抬起，农业比
较效益持续下降。与此同时，生态
环境约束和资源条件约束这两道

“紧箍咒”愈加突出。
《实施意见》提出，立足做强农

业，加快促进农业发展方式和生产
方式转变，意味着我们的农业要从
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
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
重提高质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
来。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农业提
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③6

开辟新途径
由“粗放”走向“集约”
——《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解读之三

□本报记者 党文民

按照《河南省企业思想政治
工作人员专业职务评定办法》规
定，经对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申报
人员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复
审、评委会评审，并组织进行答
辩，河南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人
员高级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委员
会评选出 12名拟晋升为教授级
高级政工师人选，现将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公示如下：
王西之：男，1958年出生，研

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
省黄泛区农场党委工作部副部
长，1995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王明安：男，1960 年出生，
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组织部部长，1999
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刘敏琦：男，1957 年出生，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
南秦岭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1997 年晋升为高级
政工师。

吴跃峰：男，1965 年出生，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1998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沈向伟：男，1958 年出生，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
省水利第一工程局党委书记、厅
直机关党委委员，2001 年晋升
为高级政工师。

张振：男，1963年出生，本科
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
长，2007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陈志杰：男，1963 年出生，
硕 士 学 位 ，中 共 党 员 ，现 任 河
南 能 源 义 煤 公 司 跃 进 煤 矿 党
委书记，1999 年晋升为高级政
工师。

赵士贤：男，1966 年出生，
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河南
神火煤业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
工会副主席，2005 年晋升为高
级政工师。

崔书平：男，1958 年出生，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郑煤
集团党委常委、宣传部长，1998
年获高级工程师，2012 年转评
高级政工师。

楚继辉：男，1960 年出生，
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河南
省黄泛区农场工会主席，2000
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黎战胜：男，1960 年出生，
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现任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四矿党委书记，
1998年晋升为高级政工师。

颜世文：男，1958 年出生，
博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平顶
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运销
公司党委书记，1999 年晋升为
高级政工师。

公 示 时 间 ：2015 年 2 月 28
日～3月 6日

监督电话：0371—65902825、
65901374

河南省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人员高级专业职务评定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

2015年 2月 26日

关于对2013～2014年度
拟评定为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的公示

30 岁的王璐璐家住汤阴县
城，她穿着时尚，个子高挑。如果
不经介绍，没人会想到年纪轻轻的
她，竟是当地一家综合信息门户网
站——“汤阴在线网”的掌门人。

2月 24日，农历正月初六，记
者慕名来参观她的网络工作室。
创业者的办公室，往往都不大。
两室一厅的家居式装修风格，简
约温馨；大厅内悬挂的羊年吉祥

物，喜气洋洋；办公桌上四台电脑
并排安放，全是标配。墙上还贴
着一张海报：一个可爱宝宝身穿
超人披风，手举拳头作势往前冲，
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要聚人气，策划先行。前段
时间，我们的‘明星宝宝’网络评
选活动，竟然有上万名网友投票
点赞。”王璐璐难掩激动地说，最
近还要再策划一场“笑脸迎新”活
动，让更多网友在新年里传递笑
容，玩得欢乐。

虽然只有几十万的人口，但
随着汤阴的发展，居民更期待丰
富的生活。除了玩乐，吃喝也是
不可或缺的新年“菜单”。如今，居
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去饭店预订年
夜饭的多了，可找饭店却没那么
简单。

除夕前夕，为了让网友少跑
冤枉路，王璐璐风风火火地骑上
电动车，跑了一天，挨个询问了县
城 30多家饭店，最终绘出了一套

“年夜饭预定路线图”，受到了网

友的欢迎。
小网站不仅可以服务生活，

也可成为沟通亲情的桥梁。“我们
的初衷，就是想为本地人创造一
个网上家园。在这个大家庭里，大
家不仅可以讨论吃喝玩乐，还可以
守望相助。”王璐璐说。

今年刚满四岁的汤阴籍小女
孩笑笑，不幸身患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在网上看到笑笑的不幸遭
遇后，王璐璐很受触动。她将帖
子发到了自己的网站论坛，并呼

吁大家伸出援手。没想到，经过
转发扩散，短短两天，笑笑就收到
了各地爱心人士 12100元的捐款。

羊年新春第一天，王璐璐收
到了笑笑的拜年信息。手机微信
里，笑笑用稚嫩的声音对她说：

“阿姨，谢谢你，新年快乐！”
“众人拾柴火焰高。小县城的

网站，也能积聚出大能量。”王璐璐
说，“今年春节过得比往年忙碌，但
听到笑笑的祝福，看到网友的感
谢，这个年过得幸福满满。”③7

县城小网站积聚大能量

随着央视春晚上一张张全
家福照片的晒出，春节晒全家福
成了一种新时尚。2月 22日，农
历大年初四，记者来到原阳县前
八里庄村刘保善老人家，看看他
晒的全家福。

走进老人的院子，地上落满
了厚厚的鞭炮纸，踩上去咯吱咯
吱响，门上贴着喜庆的春联。一
进堂屋，顿时觉得暖意融融，86
岁 的 刘 老 汉 正 坐 在 炉 火 边 烤
火。他让儿子拿出了大年初一
刚照的全家福——这是一张四
世同堂的照片，一共 24人，老人
坐在第一排的中间，小重孙在他
怀里做着鬼脸。照片上每个人
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时间定格
在 2015年 2月 19日 13时 25分。

“这是家人聚得最齐的一次
了，以后每年我们都要和老人照
一次。”刘老汉的儿子刘文庆说。

刘老汉有三个女儿一个儿
子，老伴儿去世早，跟着儿子、儿
媳 生 活 了 30 年 ，儿 女 们 都 孝

顺。别看刘老汉年纪大，身
体却硬朗，眼不
花 ，耳 不 聋 ，还

有一门独特的手艺——小磨香
油，十里八村的人都知道他磨的
香油纯，去家里订购香油的人从
不间断，一年光卖香油就有近万
元的收入。“俺叫他别太操劳，可
他不听。”刘老汉的儿媳说。

“庄稼人一刻也闲不住。”刘
老汉说，“人老了，也得给自己找
个事做。”

“刘叔身体硬朗，关键是儿
孙孝顺，心态好。”来刘老汉家串
门的邻居刘金胜插了句话。

去年，刘老汉还给自己的香
油 起 了 个 名 字 —— 八 里 庄 香
油。“俺也不会起什么名儿，就这
好记。”刘老汉笑着说，他还有个
更大的想法，得把香油包装一
下，在网上卖。

今年春节，刘保善老人格外
高兴，儿子刘文庆今年流转了
100多亩地，建了家庭农场，还被
村民推选当上了村里的会计。
在外打工的小孙子也回来了，在
县城找了份工作；研究生毕业的
大孙子在市里一家医院当医生，
刚有了个儿子。已经四世同堂
的刘老汉眉开眼笑：“现在国家
对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俺赶上
了好时候。”③6

刘老汉的“全家福”

□本报记者 冯军福

□本报记者 张向阳

2月 27日，在中国一拖三装厂，一批“东方红”动力换挡轮式拖拉机
正进行总装和测试。今年，由该企业研发的“东方红”动力换挡轮式拖
拉机产量将突破 4000台,并实现批量销售。⑤3 潘炳郁 摄

▲“三六九，往外走。”2月 27日是农历
正月初九，郑州火车站人潮涌动，迎来客
流高峰，大量外出务工人员和学生踏上了
返程之路。⑤3 韩 璐 摄

◀2月26日，一位小朋友在欣赏陕西花
馍狮子滚绣球。春节期间，中原首届民间花
馍艺术展在绿博园举行，来自河南、
陕西等 6省的花馍吸引了许多市民
前往观看。⑤3 何 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