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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8月 19
日，省综治委、省平安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全体会议在郑州召开。省
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主
任、省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刘满仓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坚持齐抓共管，努力形成平安河
南建设工作的强大合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综治
委副主任蒋笃运，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省综治委副主任张立勇，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综治委副主
任蔡宁出席会议。会议由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许甘露主持。

刘满仓指出，今年以来，我省
平安建设总的形势是好的，社会
大局稳定。但同时也要看到，平
安河南建设任务艰巨，工作中还
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要认
清形势，充分认识做好综治和平
安建设工作的重要性，时刻绷紧
平安、稳定这根弦，牢记“抓稳定、

保平安”的第一职责，切实增强做
好平安河南建设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刘满仓强调，要突出工作重
点，积极推动平安河南建设工作措
施落实。要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
政治稳定，深入开展矛盾纠纷预防
化解工作，保持社会治安大局持续
平稳，加快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建
设，继续开展基层和行业系统平安
创建，认真做好各专项组工作，认
真做好基层联系点工作，积极做好
年度考评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
发挥职能作用，认真落实制度，严
格落实平安建设责任制，坚持齐抓
共管，努力形成平安河南建设工作
的强大合力。

省公安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政
府金融办、省妇联、郑州铁路局等
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作大会发
言。③12

刘满仓在省综治委、省平安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

坚持齐抓共管 努力形成
平安河南建设工作强大合力

本报讯（记者王延辉 通讯员
石 鑫）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
年之际，8 月 19 日上午，河南省直
机关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书画
摄影展在省美术馆开幕。省政协
副主席靳绥东 ,全国人大农业与
农村委员会原委员、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王明义，省人大常委
会原副主任张程锋出席开幕式并
观看展览。

此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
省直工委、省文化厅、省文联等单
位联合举办，旨在以不同的艺术形
式从多个角度回顾和再现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进程，展示

中国共产党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中
流砥柱作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全面加强机关文化
建设，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
民强省，让中原在实现中国梦的伟
大进程中更加出彩凝聚强大的正
能量。

浓墨重彩，绘就抗战壮丽画
卷；光影定格，展现时代建设风
采。据介绍，本次展览共征集书
法、绘画、摄影作品 1500 余幅，经
专家评委认真遴选，50 幅特邀作
品、300幅获奖作品和部分优秀作
品入选参展。展览向社会免费开
放，至 8月 23日结束。③10

省直机关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书画摄影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从本周
起的一个月内，我省援非“光明行”
眼科专家代表团预计在厄立特里
亚实施 300 例免费白内障复明手
术，并开展培训活动。8 月 19 日，
记者从省卫计委获悉，专家代表团
已经启程。

援非“光明行”活动是根据国
家总体外交战略部署，由我国针对
非洲国家实施的白内障免费复明
手术活动。据了解，2014年，国家
卫计委成功向加勒比 3 个国家和
埃塞俄比亚派遣了 4批短期“光明

行”活动专家组。根据安排，2015
年我国计划在厄立特里亚等 9 个
国家继续开展“光明行”活动，其中
我省承担援厄立特里亚“光明行”
活动任务。

承担此次活动任务的眼科专
家代表团成员，来自省人民医院、
郑大一附院。活动开始前，按照中
国驻厄立特里亚大使馆、国家和省
卫生计生委的指导意见，我省已两
次派员先行赴厄，在活动组织、实
施方案、工作对接、经费保障等方
面进行了全面对接。③10

承担国家援非“光明行”任务

我省专家团赴厄实施
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本报讯 （记者龚砚庆 通讯员梁晓峰
袁家阳）一进入 8月，漯河市下半年强力推
进的 61 个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又感受到新
的“推力”。在此前“半月一督查、一月一讲
评”的基础上，该市继续加大督查考评力
度，实行红、黄、绿“三色”预警机制，获得三
次红色警告牌的单位，年度政府责任目标
考评中将给予“一票否决”。

今年 7 月中旬，为积极应对当前经济
形势复杂、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不利局面，
漯河市从全市重点建设项目中筛选出 61
个关系发展全局和后劲的重大项目，明确
每一个重大项目的建设任务、时间节点、责
任领导、责任单位、配合单位，由一位市级
领导分工负责，并建立了“半月一督查、一
月一讲评”的督查机制。

按照新“加码”的考评措施，对重大项
目建设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的，给予绿
色通行牌，以示鼓励；对未按照时间节点推
进、进展较慢的，给予黄色警示牌；对连续
两次获得黄牌，第三次项目仍推进缓慢、不
见成效的，给予红牌警告，向市政府作出情
况说明。获得三次红牌的单位，年度政府

责任目标考评中将“一票否决”。
今 年 上 半 年 ，漯 河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7.8%，比第一季度回落了 0.1 个百分点。
为此，该市把开展“三查三保”活动作为“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抓手，作为应对复
杂严峻形势、稳增长保态势的重要工作，抓
紧重大项目，推动经济增长。

“开展‘三查三保’活动，关键要取得
实效。”漯河市委书记马正跃说，要把活
动与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结合起来，确
保经济稳定增长，使活动的成效最终体
现到做好下半年工作、完成全年各项目
标任务上，以发展的实际成果检验活动
的成效。③9

漯河继续加大督查考评力度

重大项目“三色”预警

践行“三严三实”
开展“三查三保”

本报讯（记者李虎成 通讯员宋红胜）
8 月 19 日，记者从长垣县获悉，该县投资
2000 余万元建设的集民生服务、社会治
理、城市管理等功能为一体的大“110”综
合服务平台建成投用，实现了管理、执法
和服务力量的集中联动，还在全省率先
实现了每个乡镇都有一支专职消防队，
建 成 了 覆 盖 全 县 的“ 十 分 钟 灭 火 救 援
圈”。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以来，长垣
县坚持把开展“三查三保”活动作为“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坚
持即查即改、立行立改、边查边改，持续抓
好整改落实。

按照“查尽责、除隐患、保安全”活动
总体部署，该县深入开展了“一整治两提
升”活动（城乡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消防
安全能力大提升、技防效能大提升），并
在全县开展了养老救助机构、医疗机构、
宗教活动场所、休闲娱乐场所、劳动密集
型企业等 22 个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
系列专项治理工作，着力消除各类安全
隐患。

稳定是最大的民生。着眼“双基双治
双安”，该县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社
会治理网格化、信访稳定规范化、平安创建
常态化，全面实行民生托底保障制度，确保
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半年全县
各项民生支出 12.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70.5%。

按照“三准三专三聚三提”要求，该县
坚持把调结构促转型作为稳增长保态势的
首要任务，充分发挥省直管县体制优势，着
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今年上半
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53.9亿
元，同比增长 11.3%，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
好。③12

长垣持续抓好整改落实

查隐患保增长促稳定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 实习生
何洪帅）麦田里面，狼烟滚滚，这样
刺眼的画面在今年我省夏收期间
减少了许多。8月 18日，记者从全
省 2015 年秋季秸秆禁烧与综合利
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夏收
期间我省发现火点数同比减少近
40%，空气质量也有所改善，但是
秋季秸秆禁烧将面临更加艰巨的
任务。

秸秆焚烧少了，空气
质量改善了

今 年 5 月 以 来 ，我 省 全 面 开
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成
效显著。据统计，夏收期间（5 月
20 日至 6 月 25 日），全省一共发现
火 点 数 468 个 ，比 去 年 同 期 减 少

了 307 个 ，减 少 比 例 为 39.6%，秸
秆焚烧火点数下降的县（市、区）
有 37 个。

秸秆焚烧少一点，空气质量就
能好一点。有数据为证：今年夏收
期 间 ，全 省 18 个 省 辖 市 颗 粒 物

（PM10、PM2.5）浓度均值同比有所
下降。其中，PM10平均浓度为 13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1 微克/立
方米，降低 7.5%。PM2.5平均浓度
为 7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4 微
克/立方米，降低 5.2%。环境空气
质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了明显改
善。

综合利用，秸秆变身
生物能源

禁烧是治标之举，利用是治本

之策。省发改委积极争取国家秸
秆综合利用项目，促进全省秸秆综
合利用；省财政投入秸秆综合利用
专项资金 7300 万元，安排了 12 个
秸秆综合利用示范县。

我省许多县市根据当地实际，
开发了很多秸秆综合利用技术与
模式，把秸秆变成饲料、燃料、基
料、燃气和其他能源，不但减少了
秸秆焚烧，更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
益：南阳天冠企业集团实施的纤维
乙醇和秸秆沼气项目，“三夏”期间
收购周边卧龙区、宛城区小麦秸秆
5万吨；洛阳市投资约 1000万元的

亚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年可消化
2.6 万亩土地的秸秆产生量；漯河
市郾城区众同发蘑菇种植专业合
作社，共发展种植 130个蘑菇大棚，
年消化利用夏季秸秆 1 万吨；平舆
县河南鑫企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建
成一期 10 万立方米秸秆人造环保
生态板生产线项目，年消化利用秸
秆 13万吨。

秋季秸秆禁烧任务更重
相对于夏季而言，秋季秸秆禁

烧工作难度更大。省农业厅、省环
保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秋季比夏

季产生的秸秆量要更大，收种管理
的时间更长，而且不利的气象条件
相对较多，一旦控制不好，就会加
重空气污染。

省禁烧办负责人介绍，我省夏
季秸秆焚烧火点有 468 个，按照相
关政策，每个焚烧火点扣拨资金 50
万元计，全省总共将扣拨资金 2.34
亿元。这些资金中，有 26%会用于
秸秆禁烧工作奖励，74%会用于各
地推进秸秆综合利用，主要是用于
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基料化和能
源化利用等四类农业综合利用项
目的补助。③11

夏收期间我省发现火点数同比减少近 40%

秸秆焚烧少一点 空气质量好一点

朱明甫是美国加州大学
洛 杉 矶 分 校 博 士 研 究 生 ，
2010年毕业后在宁波创办了
一家光电企业。2014年 3月
份，他联络 8 名“80 后”博士
返乡创业，在鹤壁市淇滨区
建立了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该企业研发的 LED
光引擎技术、智能传感控制
系统领先国内同行业，获得
国家专利 19 项。他们开发
出的语音控制灯、动作控制
灯等属国内首创，这些产品
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慧
城市等领域。这 9 名博士抱
团 返 乡 创 业 的 故 事 在 鹤 壁
市传为佳话。⑤3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图① 8 月 18 日，企业员
工正在生产智能 LED灯。

图② 朱明甫为技术创
新绞尽脑汁。

图③ 国内独家首创的
智能传感控制系统。

博士生抱团创业 智能灯照亮人生

本报讯 （记者谭 勇）8 月 19
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油气输送管
道隐患整改现场推进会，传达全
国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患整治攻
坚“7·27”徐州现场推进会精神，
通报全省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整改
工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
整改工作。副省长张维宁出席会
议并讲话。

河南是全国承东启西、连南贯
北的油气管道重要枢纽，也是油气
消费大省和大型石化基地，部分管
道老化情况严重，管道周边乱挖、
乱钻、乱建和直接占压情况日益增

多。截至 7月底，全省隐患已整改
1198处，但仍有 51处重大隐患、85
处较大隐患、324处一般隐患未整
改到位。

张维宁强调，要以只争朝夕、
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认真算好“政
治账”、“民生账”、“影响账”，采取
有力措施坚决啃掉“整改责任落实
难、整改方案落实难、整改资金落
实难”和“各级领导认识不到位、监
管不到位、政策不到位”等“硬骨
头”，全力攻坚，分类施治，落实责
任，坚决完成油气输送管道安全隐
患整治攻坚战任务。③10

我省强力推进油气输送
管道隐患整治工作

③③

①①

②②

（上接第一版）
“梦中桃花源，人间养子沟。”进

入栾川县栾川乡养子沟景区不远，
只见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风格各
异，家庭宾馆的招牌随处可见。8月
18日，虽然天空飘着细雨，但从全国
各地赶来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今
年暑假，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期，周末
进入景区的道路甚至会堵车，全村
130家家庭宾馆一床难求。”养子沟
村监委会主任王忠喜说。

随着乡村旅游的兴起，吃农家
饭、住农家屋、体验乡村风情备受
市民追捧。养子沟村村民余青阁
家的农家宾馆有 10 个标间，入夏
以来基本上没空过，加上餐馆的收
入，上个月挣了 5万多元。“以前交
通不便，村民过着闭塞、穷苦的日
子，在县城打工都不好意思说是养
子沟人，怕被瞧不起。现在村里几
乎家家开有农家宾馆，生意红火，
日子过得滋润。”

靠山吃山。栾川县把乡村旅
游作为扶贫开发的龙头产业，山区
群众围绕精品景区，开起了家庭宾
馆，为游客提供吃、住等旅游服务，
在家门口挣起了城里人的钱。目
前栾川县发展以农家乐为主的家
庭宾馆 822 家，2014 年接待游客
951 万 人 次 ，旅 游 总 收 入 50.7 亿
元，旅游业收入占景区群众全年总

收入的 65%以上。
栾川县乡村旅游业的迅猛发

展，也辐射带动山区农副产品从藏
在深山无人知到畅销旅游市场。目
前栾川县 35家旅游商品企业，依靠
山区丰富的资源，先后开发奇石、根
雕等高附加值的旅游商品 45大类、
3000多个品种，年销售额 1.8亿元。

“山区大量的板栗、核桃、香菇等农
副产品也就地升值，给群众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收益。”张啸林说。③10

（上接第一版）随着国家及我省利
好政策的逐步落实，纺织行业效益
继续向好。1 至 7 月份，我省重点
监测的 96户轻纺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 205.5 亿元；实现利润 11.6
亿元，同比增长 28.9%。其中，尉
氏县纺织有限公司利润同比增长
近七成，新乡白鹭化纤实现利润增
幅则高达一倍左右。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和我省稳
增长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步显现，全
省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进一步累
积，工业趋稳向好的势头有望持
续。1 至 7 月份，全省工业累计完
成 增 值 税 35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 5.3个
百分点。但工业运行中的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产能过剩、
资金瓶颈、环保制约等问题依然突
出。

巩固保持工业稳中向好的态
势，实现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年工
业增长目标，前方决不是一片坦
途。“当前我省工业正处于爬坡过
坎、转型攻坚的关键时期，可以说
新常态遇上了非常期，唯有持续推
进工业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促发
展，实施重点产业发展专项计划，
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承接产业转移
培育优势集群，实施智能制造推进
两化融合，扶持中小企业壮大市场
主体，才能迎来河南工业发展的新
风景。”省工业和信息化委主任王
照平表示。③12

喜看全省工业经济发展新变化

特色产业“扶”出村民新生活

信阳农林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光生
栾川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的做法告诉我们，山区有山区
的优势，致富奔小康的路其实就
在自己的脚下，关键是如何发现
它、利用它，并把这条路走好、走
扎实。打好精准扶贫攻坚战，加
快脱贫致富步伐，一定要从当地
实际出发，把市场需要和当地优
势结合起来，只有因地制宜开发
既受市场欢迎、适销对路，又充分
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独具一格的
特色产业和产品，做到“你无我
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你特我
新，你新我精”，才能在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增加农民收入。③10

8 月 19 日，许昌市某商场的工作人员正在摆放“梁祝化蝶”心形造
型。七夕节来临之际，该市各商家纷纷推出“七夕”主题促销活动，“浪
漫经济”悄然到来。⑤3 牛原 摄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