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城县金刚台镇北湾村是一个古村，这
里至今仍能看到千年古树、百年老房和记录
时代的老标语。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这里没砍树、没填
塘、没大拆大建，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留住了乡愁，提高了村
民生活质量。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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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四是违反群众纪律、工作
纪律、生活纪律，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问题。同时，还
将紧紧盯住资金管理、资产处置、资源配
置、资本运作和工程项目等方面反映突
出的重点事项，紧紧盯住利用行政审批
权、执法权、人事权等寻租腐败等重点问
题。在方式方法上，主要通过听取汇报，
调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与干部群众个
别谈话，受理来信来电来访，对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根据需要“下沉一级”核实情况等方式开
展工作，并对干部群众反映的重要问题
线索进行深入了解。在巡视整改上，对
明显违反规定、应该且能够立即纠正的
问题，将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被巡视
单位党委切实负起责任，立行立改；对群
众反映较多、一时难以调查清楚的问题，
发出“情况说明通知书”，要求有关单位和
当事人说明情况，签字背书，存以备查。

据悉，在信访受理范围上，巡视组主
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县（市、区）党委、人
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法院院长、
检察院检察长和下一级领导班子成员及
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
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其他各类违纪
违法问题。对其他与巡视工作无直接关
系的个人诉求、涉法涉诉等信访问题，将
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转交被巡
视县（市、区）相关部门，巡视组不负责办
理和解释。③8

全面贯彻巡视条例
突出巡视监督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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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郭海方）整齐划一的院
落、古朴典雅的围墙，充满汉代古镇风情
的舞钢市庙街乡九龙社区宁静而美丽。

“我们正计划开办农家客栈，再开家小商
铺卖些山果，争取一年也弄他个好几万！”
10 月 10 日，刚刚拿到社区新房钥匙的庙
街乡冷岗村村民刘运清激动地说。

刘运清所在的村地处山区，受自然条
件制约，祖祖辈辈“交通靠走、运输靠肩、
收成靠天”。为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舞
钢市以社区建设为载体，努力建设美丽乡
村。九龙社区基础设施配套资金投入
5000 多万元，其中财政项目资金达 3300
万 元 ，仅 美 丽 乡 村 项 目 一 次 性 就 投 入

1400 多万元。
“没有美丽乡村，就没有全面小康。”

平顶山市财政局局长高永华说，他们通过
建立项目库、严把审核关等方式，努力提
高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申报成功率。
截至目前，全市共成功申报美丽乡村项目
24 个，项目数量和成功率均居全省前列。

为保证项目进度和质量，省财政资金
到位后，平顶山市市级财政配套资金一并
下达，同时督促县区财政落实配套资金，确
保项目建设资金足额到位。在项目开工、
中期建设、竣工验收三个阶段，财政部门多
次深入项目现场检查监督，帮助县区、乡
镇协调解决问题。他们还根据考评结果，
对获得优秀的县区在下一年度奖励申报
指标。

据统计，平顶山市争取到的 24 个美
丽乡村项目总投资 43262 万元。除省财
政奖补和市县财政配套外，还整合其他资
金 10114 万元，获得社会捐赠 177 万元、其
他投资 1132 万元。在全省 2014 年度美丽
乡村建设试点项目考评中，平顶山市美丽
乡村建设项目全部为良好。③11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干净的水泥路、
翠绿的行道树、彩色的文化墙、时尚的高杆
灯……走进孟津县送庄镇梁凹村，仿佛走
进了一幅美丽的油彩画。自获得省财政厅

“美丽乡村示范村项目”以来，梁凹村按照
“一事一议”的财政奖补资金使用程序，全
面实施以安全饮水、街道硬化、排水排污、
垃圾处理和绿化、亮化、净化、美化为主要
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

“2013 年以来，洛阳市先后申请省级
美丽乡村建设试点项目 32 个，获得奖励项
目 3 个，共争取中央、省级资金 30780 万元，
市级投入配套资金 4143 万元，为统筹城乡
发展、打造洛阳乡村旅游新名片奠定了坚
实基础。”10 月 12 日，洛阳市财政局综改办
负责人杨进告诉记者。

为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提高项
目建设质量，洛阳市建立了一整套的严
格监管机制。在项目管理上，实行项目
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按行业规范和
技术要求组织实施，确保建设质量，严禁
擅 自 调 整 、变 更 、终 止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项

目。在资金管理上，严禁将财政补助资
金挪作他用、拖欠工程建设款、套取项目
资金、截留建设资金作为办公经费、用补
助资金充抵已建设项目欠款。目前，该
市共完成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9 个，其余
项目已全部开工，预计明年年初可基本
完成。

美丽乡村建设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环境，更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梁凹村以美
丽乡村建设为依托，大力发展蔬菜经济，
全村目前拥有日光温室 300 多个，塑料大
棚 200 多个，种植反季节蔬菜 2000 多亩，
仅 蔬 菜 一 项 村 里 每 年 人 均 收入就超过
1300 元。③9

洛阳市

深山乡村美如画
平顶山市

新家园有新憧憬

建设美丽乡村

增色“四个河南”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10 月
13 日，记者从省供销合作社获悉，
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的意见》日前发布，就深
化我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作出
具体部署，提出到 2020 年，全省供
销合作社系统要打造五大平台、构
建四个体系。

《意见》指出，供销合作社具有
为农服务的深厚基础和独特优势，
是党和政府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载体。但目前供销合作社基层组
织相对薄弱，社有企业规模偏小，
综合服务实力不强，层级联系比较
松散，体制没有完全理顺，必须通
过深化综合改革，进一步激发内生
动力和发展活力。

在新形势下，供销合作社如
何更好履行为农服务职责？《意
见》提出，要把为农服务放在首
位，通过创新现代农业生产服务，
完善农产品流通服务，发展农村
电子商务服务，强化城乡社区综
合服务，稳步开展农村合作金融

服务等，推动供销合作社由流通
服 务 向 全 程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延
伸，向全方位城乡社区服务拓展，
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服务渗
透，加快形成综合性、规模化、可
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

与此同时，还要深化供销合作
社基层社改革，夯实为农服务基
础；深化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改革，
强化为农服务功能；深化供销合作
社社有企业改革，增强为农服务实
力；深化供销合作社事业单位和社
团组织改革，提升为农服务水平。

《意见》明确了我省供销合作
社综合改革的目标任务：到 2020
年，全省供销合作社系统打造五大
平台、构建四个体系。五大平台即
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平台、
农产品现代经营服务平台、日用消
费品现代经营服务平台、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四
个体系即现代化的流通体系、市场
化的经营体系、规模化的服务体
系、合作化的组织体系。③7

本报讯 （记者刘亚辉）10 月
13 日，庆祝河南省政协成立 60 周
年征文征稿活动总结座谈会在焦
作市召开。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
秘书长郭俊民出席会议。

为庆祝省政协成立 60 周年，
省政协办公厅开展了“我为中原更
加出彩作贡献”征文和“委员风采”
征稿活动。会议对活动中的优秀
作品和优秀组织单位进行了表彰。

靳绥东在讲话中说，征文征稿
作品体裁多样、内容丰富，起到了继
史传承、以文录见的重要作用。全
省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要以

庆祝河南省政协成立 60 周年系列
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对政协工
作重要性的认识，从严从实、履职尽
责。他指出，要始终坚守绝对忠诚
的政治品格，始终坚守履职尽责的
使命担当，始终坚守体谅包容的民
主作风，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为民
情怀，始终坚守爱岗敬业的人生追
求，立足岗位创先争优，为改革发展
和民生改善贡献聪明才智。

会议结束后，靳绥东一行就体
育中心、为老服务中心、电子商务
产业园、城市水系的建设情况在焦
作进行了调研。③6

我省供销合作社
综合改革迈出新步伐

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用
为中原更加出彩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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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巡视组

组 长：穆煜山
副组长：詹洪方 岳发泉

常东义 韩长峰

巩义市
值班电话：0371-85660917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035
电子邮箱：swdyxsz2@163.com
邮政信箱：巩义市信访局

省委巡视专用信箱

荥阳市
值班电话：0371-64697683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021
电子邮箱：swdyxsz1@163.com
邮政信箱：荥阳市纪委 301 室
省委第一巡视组，邮编 450199

登封市
值班电话：0371-62850076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7987
电子邮箱：swdyxsz5@163.com
邮政信箱：登封市第 001 号信箱

中原区
值班电话：0371-67177108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7982
电子邮箱：swdyxsz4@163.com
邮政信箱：郑州市桐柏路 200 号
省委第一巡视组，邮编 450007

惠济区
值班电话：0371-63387952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7953
电子邮箱：swdyxsz3@163.com
邮政信箱：郑州市02号专用信箱

组 长：高颖照
副组长：杨艳丽 刘东霞

赵会生 杨振华

汝州市
固定电话：0375-6866669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085
电子邮箱：DEZ611@163.com
邮政信箱：汝州市 201 号信箱

宝丰县
固定电话：0375-3366625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110
电子邮箱：DEZ615@163.com
邮政信箱：宝丰县 1 号信箱

郏 县
固定电话：0375-2251009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056
电子邮箱：DEZ614@163.com
邮政信箱：平顶山市郏县龙山
街道 6 号信箱

鲁山县
固定电话：0375-7233816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089
电子邮箱：DEZ613@163.com
邮政信箱：河南省鲁山县 138 号
信箱

石龙区
固定电话：0375-7231130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115
电子邮箱：DEZ612@163.com
邮政信箱：平顶山市石龙区人
民路西段 28 号院

组 长：蒋益民
副组长：田跃曾 彭亚方

陈 峰 李振明

固始县
值班电话：0376-4958310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16
电子邮箱：swdsxszgs1@sina.com
邮政信箱 ：固始县 8206 信箱，
邮编 465200

淮滨县
值班电话：0376-8192060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20
电子邮箱：swdsxszhb@sina.com
邮政信箱：淮滨县 18 号信箱，邮
编 464400

光山县
值班电话: 0376-8596808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19
电子邮箱：
邮政信箱：光山县健康路 1 号邮
箱，邮编 465450

商城县
值班电话：0376-8136536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17
电子邮箱：swdsxszsc@163.com
邮政信箱：商城县 6 号信箱，邮
编 465350

新 县
值班电话：0376-7636616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0879
电子邮箱：swdsxszxx5@163.com
邮政信箱：新县 2015001 信箱，
邮编 465550

组 长：孙丰年
副组长：韩豫宛 翟迎波

孙保群 周保建

长垣县
值班电话：0373-8103210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03
电子邮箱：swdsxszxx@163.com
邮政信箱：长垣县 2015—01 信
箱，邮编 453400

温 县
值班电话：0391-3702131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08
电子邮箱：swdsxsz03@163.com
邮政信箱：温县邮政 001 信箱，
邮编 454850

博爱县
值班电话：0391-8683115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12
电子邮箱：swdsxsz04@163.com
邮政信箱：博爱县 1 号信箱，邮
编 454450

武陟县
值班电话：0391-7583818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02
电子邮箱：swdsxsz02@163.com
邮政信箱：武陟县 1003 邮政信
箱，邮编 454999

修武县
值班电话：0391-7138230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709
电子邮箱：swxszdsz@sina.com
邮政信箱：修武县 101 号信箱，
邮编 454350

组 长：刘有富
副组长：王书义 樊峰云

王 毅 刘跃进

永城市
值班电话：0370-5105065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637
电子邮箱：swdwxsz001@163.com
邮政信箱：永城市 51 号信箱，邮
编 476600

夏邑县
值班电话：0370-6618013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679
电子邮箱：swdwxsz002@163.com
邮政信箱：夏邑县县府路信访局
接待处巡视窗口，邮编 476400

柘城县
值班电话：0370-7235669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621
电子邮箱：swdwxsz003@163.com
邮政信箱：柘城县未来大道西
段 85 号信访局信访大厅省委第
五巡视组窗口，邮编 476200

宁陵县
值班电话：0370-3072998
接受短信手机：18539578629
电子邮箱：swdwxsz005@163.com
邮政信箱：宁陵县纪委信访室（省
委第五巡视组）收，邮编476700

睢 县
值班电话：0370-8127666
接收短信手机：18539578675
电子邮箱：swdwxsz004@163.com
邮政信箱：睢县 106 专用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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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巡视组进驻50个县市的详细联系方式（上）

SWDSXSZGS2@163.com

（上接第一版）要把简政放权和创
新管理结合起来，把优化服务和加
强管理结合起来，寓管理于服务之
中，加强事中事后管理，确保把该
管的事项管住管好。对偷骗税违
法犯罪行为，要依法惩处。要依托
现代信息技术，转变税收征管方
式，优化征管资源配置，加快税收
征管信息化进程，提高税收征管质
量和效率。

会议指出，我国农垦是在特定
历史条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
立的。推进农垦改革发展，要坚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
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以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为核心，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改革为主线，依靠创新驱
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
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
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
产业，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
力、整体实力，发挥现代农业建设
的骨干引领作用。要加强党对农
垦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农垦资产
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按照
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上下联动、点
面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

会议强调，要立足国有资本的
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
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现状和发展需要，根据主营业务和
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界定为
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
业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
资本功能、实现保值增值为主要目
标，按照市场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
作，依法独立自主开展生产经营活
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公
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
标。对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
国有企业，分类推进改革、分类促
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分类定责

考核。
会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机制，对于保障群众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
义。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
综治协调，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作
用，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
矛盾纠纷化解；坚持源头治理、预
防为主，将预防矛盾纠纷贯穿重大
决策、行政执法、司法诉讼等全过
程；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联动，鼓励通过先行调解等方
式解决问题；坚持依法治理，运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要着力完善制度、健全机
制、搭建平台、强化保障，推动各种
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的衔接配合，建
立健全有机衔接、协调联动、高效
便捷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会议强调，要发挥顶层设计对
基层实践的引领、规划、指导作用，
鼓励各地从实际出发进行探索，因
地制宜，聚焦具体问题，细化措施，
细分责任，细排时间，把握好政策
界限范围、尺度、节奏。基层改革
创新要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
线的声音，尽可能多取得第一手材
料。要及时总结经验，把基层改革
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
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
动面上的制度创新。

会议指出，基层改革创新一头
连着广大基层干部，一头连着广大
人民群众，要加强政策配套，形成
鼓励基层改革创新的合力，最大限
度调动地方、基层以及各方面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针对基
层工作特点和难点，推动职能下
沉、人员力量下沉，建立与基层改
革实际需要相匹配的权责体系。
要完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既鼓
励创新、表扬先进，也允许试错、宽
容失败，营造想改革、谋改革、善改
革的浓郁氛围。

（上接第一版）抓好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的贯彻落实，抓好法制道德
教育，切实履行好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的政治使命和引导社会
舆论的重要责任；二要紧贴学用
需求、增强教育实效，及时掌握党
员群众对栏目的意见建议和学用
需求，不断优化改进，切实增强教
育服务效果；三要加强组织领导、
形成整体合力，进一步突出政治
导向，加强沟通协调，注重宣传引
导，努力把《共产党员》电视点播
栏目办出特色、办出品牌、办出影
响、办出成效，办成党员群众喜闻

乐见的精神家园。
据介绍，该栏目由省委组织

部与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等合作筹建，通过河南有线
数字电视平台互动播出，共设有

《最新推荐》、《学习教育》、《生活
服务》三大板块，以及时政热点、
先锋课堂、法制道德、党史国史、
清风廉政、地方精彩等 6 个学习教
育类子栏目和劳动就业、健康生
活、名师课堂、红色经典、国学文
化等 5 个生活服务类子栏目，目前
共上载 1312 集课件，总时长近 750
个小时。③6

推动改革落地生根造福群众

全省《共产党员》
电视点播栏目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