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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巡视组受理范围：根据
中央要求和巡视条例规定，中央巡
视组主要受理反映河南省省级领导
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
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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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纪
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
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由河

南省和有关部门认真处理。
二、中央巡视组工作时间：中央

巡视组于2016年6月30日—8月30
日在河南省工作。巡视组每天受理
举报电话的时间为：8∶00—20∶00。

三、中央巡视组受理方式：巡视
期 间 设 专 门 值 班 电 话 ：0371—
65603966；邮政信箱：郑州市 65号
邮政信箱，邮编450000；接访地点：
郑州市纬三路35号。

中央第十一巡视组信访问题
受理范围及受理方式

本报讯（记者 栾姗）7月15日，省政
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
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针对民间投
资存在的问题下达“任务书”，要求各地、
各部门采取缓解融资难、放宽市场准入
等一系列措施，促民间投资“脱困”。

今年以来，我省民间投资遇冷，预
计上半年增长低于5%，创历史新低。

我省近期相关政策措施出台十分
频繁，形成政策合力促进民间投资“脱
困”。相比于以往，此《通知》的出台切中

解决民营企业的“痛点”。针对融资难融
资贵的问题，采取业务补助、增量业务奖
励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为小微企业提
供融资服务；开展排污权、特许经营权、
购买服务协议预期收益、房地产余额、出
口退税、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质押贷款
等，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建立抽贷、压贷
提前告知制度，强化转贷服务。

今年我省 100个特许经营示范项
目，集中在社会资本投资意愿较强的交
通、市政和公共服务领域。《通知》提出

要把PPP作为当前扩大民间投资的重
要途径强力推进，各地在重点抓好100
个特许经营省级示范项目的基础上，继
续选择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项目
积极推行PPP模式。

省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许贵舫
说，我省各项政策的频频出台，为民间
资本营造了公平竞争的投资环境。与
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总开支中占比
最大的是人力和运营成本，必须要通过
提高市场预期，来增强投资信心。③5

政策发力促民间投资“脱困”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
的重要决策部署，经党中央和国务院
批准，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
进驻我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工作。7
月16日，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河南省工作动员会在郑州召开，中
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组长王万宾、
副组长翟青就做好督察工作分别作
了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作动员讲话，会议由省委副书
记、省长陈润儿主持。

王万宾指出，环境保护督察是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制度安
排。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要求将环境保护督察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强
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
要求。针对河北省环境保护督察试
点，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
求坚持问题导向，要在发现问题上下
大气力，敢于动真格的，认认真真把

这项工作抓实抓好，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李克强总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强化环
境保护督察，做到奖惩分明，并要求
认真总结河北省督察试点好的做法，
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措施，促进各地环
境保护工作有更高水平的提升。刘
云山、张高丽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分别
作出重要批示，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
要求。

王万宾强调，中央第五环境保护
督察组这次进驻河南省，重点是督察
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
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情况，推动河南省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绿色发
展。在督察中将坚持问题导向，重点
盯住中央高度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社
会影响恶劣的突出环境问题及其处理
情况；重点检查环境质量呈现恶化趋
势的区域流域及整治情况；重点督察
地方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保不
作为、乱作为的情况；重点了解地方落

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严
格责任追究等情况。

谢伏瞻表示，中央第五环境保护
督察组来我省开展督察，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河南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关心支持，对于我省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必将起到极
大促进作用。谢伏瞻要求，全省各级
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习近平
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
重要批示精神，讲政治、讲大局、讲规
矩，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折不
扣地落实中央督察组的安排和要求，
做好情况汇报、资料提供、条件保障、
督察整改等各项配合工作，对督察发
现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脱，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对生态环境问题突
出、整改不力的地方和部门，严肃问责
追责，确保督察工作取得实效，扎实推
进美丽河南建设。

会上，督察组副组长翟青还就做
好督察配合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组成员、国家环境保护督
察办公室有关人员，省党政领导班子
其他成员出席会议，省人大和省政协
主要领导、省委和省政府相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以及郑州市党政主要领导
和班子其他成员列席会议，其他省辖
市、省直管县（市）党政主要领导和班
子其他成员以及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
在当地通过视频会议的形式列席会
议。

根据安排，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约1个月。督察进
驻期间（2016年7月16日—8月16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371—65603958；
专门邮政信箱：郑州市70号邮政专用
信箱，邮编：450000。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根
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河南省
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
定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
理。③5

□本报记者 陈慧
本报通讯员 骈利辉 冯全付

“上个月申请的 3万元‘扶贫宝’
贷款，三天就转到了卡上，真没想到这
么快。”7月 15日，家住社旗县苗店镇
一位姓李的养猪户提起贷款的事脸上
充满感激，他想扩大养殖规模的钱有
着落了。

“扶贫宝”是社旗联社苗店信用社
今年为贫困户量身打造的创业就业贷
款新品种。对提出申请的贫困户，实
行定人、定时、定点服务，且“扶贫宝”
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低三成，放款快、
利率低，受到了困难群众的欢迎。

“扶贫宝”是省农村信用社在全省
金融扶贫的一个缩影。作为地方扶贫
攻坚的金融主力军，我省各级农信社充
分发挥网点、规模优势，加大扶贫资金投
入，为扶贫事业不断输送“源头活水”。

在扶贫过程中，如何提高资金的
使用效率，把钱用到刀刃上？除了帮
扶单打独斗的贫困户，全省农信社围
绕发展扶贫产业狠下功夫。通过扶持
地方特色产业，实现帮助一批农户脱
贫的乘数效应。

淤泥河村原来是卢氏县横涧乡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从种桑养蚕到成立
合作社，再到搞起深加工开发桑叶茶、
桑椹果，每到关键时刻，都有卢氏农村
商业银行雪中送炭的身影，该行为此

先后投放了 600多万元贷款。如今，
淤泥河村人均收入大幅提升，成为豫
西革命老区有名的富裕村。

为了帮扶困难群体，满足多元融
资需求，长葛市、平桥区等部分县级社
还创新推出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农民住房财产权“两权”抵押贷款，缓
解了困难群众的融资难题。

精准帮扶重协同。各级农信社主
动加强与当地扶贫办、妇联、团委等有
关部门的联系，针对不同的贫困群体提
供差异化产品和服务。其中，潢川联社
向县妇联推荐的贫困妇女发放“电子商
务创业小额贷款”172笔、2800万元；淅
川联社与县人社局、妇联对接，发放下
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4360万元，
妇女创业贷款5360万元，返乡农民工
创业贷款6400多万元，帮助1700多贫
困人口实现再就业或创业致富。

“扎根农村、贴近农民是农信社的
先天优势，我省各级农信社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走出了一条具有农信特色
的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道路。”省农信社
联社党委书记王哲说。据统计，截至5
月底，全省农信社向53个国家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国家及省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投放贷款余额1842.89亿元，发
放的各类专项扶贫贷款11.39万笔、金
额超过 145亿元，3000 多个贫困村、
逾10万贫困户依托“造血”资金，走上
了脱贫致富之路。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7月 16日，
记者从省招办获悉，全省高招录取结
果网上查询系统已开通。提前批次、
国家专项计划批次录取院校陆续公布
了录取结果。

据介绍，2016年河南省高招录取
网上查询系统开通后，将分批公布各批
次录取院校的录取结果，目前已经公布
的是提前批次、国家专项计划批次录取
院校，包括军事、公安、司法、体育本科、
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批、艺术类本科A段
及专升本。考生可凭准考证号、身份证
号（或报名序号）查询，查询网址为河南
省招办官方网站 http://www.heao.
gov.cn 和河南省招生考试信息网
http://www.heao.com.cn。

省招办新闻发言人陈大琪表示，
已录取考生的纸介质档案由县（市、
区）招办整理密封，考生本人凭录取
通知书、准考证、身份证到县（市、

区）招办领取，报到时交给录取学
校。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应及早
办理档案领取手续，以免时间仓促延
误。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录取通知书
由录取学校根据省级招办远程录取网
上核准的录取考生名册发放。考生收
到录取通知书时，应通过河南省招办
网站或到县（市、区）招办查询确认。
此外，考生被录取后应如期到校报到，
否则，既浪费宝贵的招生计划、浪费高
校的教育资源，客观上也占用了他人
的升学机会。如果录取后不报到，将
记入考生个人诚信档案。

省招办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通
过正规渠道查询录取结果，以免上当
受骗。除了省招办官网和省招生考试
信息网，还可以到县（市、区）招办招生
服务大厅查询，或通过报考高校的网
站查询。③5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一只可爱的北极熊俯视着地
球。”

无论是辽阔东北、壮美中原，还
是多彩西部、秀丽江南，在宽阔的高
速公路，抑或是寻常县乡道路，人们
都能看见喷涂着这个标志的冷藏保
温车疾驰而过。

这个标志，就是位于民权县的河
南冰熊专用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冷藏
专用车的商标。

国内专用车协会统计数字显示，
从1994年第一台冰熊冷藏车正式下
线到现在，已有 3 万多台冰熊专用
车，行驶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还有不
少冰熊车开出了国门，行驶在东南
亚、西欧的道路上。

目前，冰熊冷藏保温车年销量占
全国市场销量的30%以上，市场保有
量几乎占到国内冷藏汽车市场的三
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冷藏保温
车行业“老大”。

“冰熊冷藏车，质量杠杠的”

6 月下旬，中原地区盛夏来临。
与天气一样，冰熊公司的冷藏车订单
也在持续“升温”。

销售部门口，一位斜挎腰包的客
商火急火燎地进门就嚷开了：“我说
经理啊，俺都等3天了。就冲俺是十
来年的老用户，能让俺早点把车提走
不？”原来，客商是山西人，做的是畜
产品运输生意，10年前购置过一台冰
熊冷藏车。

“今年一季度，我们（民权基地）
的生产订单就已超过800台，现在每
天前来下单订车的各地客商还在不
停地增加。”该公司行政主管王传祥
告诉记者。

据了解，国内冷藏保温车市场多
年来都是采取“以销定产”的销售模
式，即先付款后交车。没有过硬的品
质保证和品牌优势，是很难做到的。

（下转第二版）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
河南省工作动员会在郑州召开

冰熊专用车

行驶在创新发展的高速路上

金融“造血”“滴灌”扶贫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扫一扫下载
河南日报金水河客户端

高招录取结果
网上查询系统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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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许昌市护城河内，荷深水风阔，雨过清香发，处处透露着莲城的特色。该市水系工程的实施，不但美化
了环境，而且提高了城市品位。⑨1 吕超峰 摄荷花深处小船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