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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黄海涛

俗话说：懒汉争食，好汉争气。在
沈丘县卞路口乡南郭庄村就流传着这
样一个故事。

“过去张海建家穷呀，大家都说他
连媳妇都难找。可两年的工夫，他家
就富起来了。不光馒头蒸得好，还给
自己争了口气。”11月 26日，南郭庄村
支书张其彬对记者说。

张海建是谁？这馒头里有啥故
事？

两年前，张海建还是村里出名的
穷汉，庄稼种不好，也不愿出去打工。
闲得无聊，他就爱玩牌，去附近的饭馆

“晕几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只有“出项”没有“进项”，日子实

在混不下去了，张海建就来找张其彬。
“国家有扶贫政策，像我这没吃没

喝的，政府能看着饿死吗？政府得兜
底，我要吃低保！”张海建振振有词。

“政府帮穷人不帮懒人。像你这
整天游手好闲，躺着等政府给，站起来
向政府要，政府兜得住吗！低保不是
谁都能吃的，你不服气的话，明天就组
织个评议会，看看大伙儿怎么说。”张
其彬越说越气。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最终闹了个
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

第二天，村两委就给张海建组织
了一次党员群众代表评议会，大伙儿

没有一个举手的，都说他年纪轻轻的
又没病没灾，根本就不够低保标准。

张海建还是不服，又来到卞路口
乡信访办。“我找牛书记！让她到南郭
庄打听打听，看看有谁比我穷，人家能
吃低保，我咋不能吃？”

第二天，乡党委书记牛晓靖给张
其彬打了个电话：“张海建的情况我了
解了，扶贫先扶志，村两委首先要把他
的思想扭转过来，看看他有什么优势，
大家一起帮扶。”

张其彬带着村干部一起给张海建
开了个“家庭会”，把他的亲戚朋友都

叫了过来。
“只要你愿意干，大家都想办法帮

你。继续玩牌可不行，酒也不能喝了，
得找点正事干！”村主任李保章语重心
长地说。

“我会蒸馍，可置一套设备要好几
千块，我愿意干可没本钱呀。”张海建
半晌憋出一句话。

“这好办，我就可以借你本钱。你
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就到我家拿钱
去。”张其彬说。

这次，张海建没敢“装迷”，前脚
跟后脚就到了张其彬家里，写下欠
条，拿到 7000元钱，回去就开始起早
贪黑地忙活。不久，他家的馍店就热
闹起来。

“海建手艺不错，做生意也厚道。
他现在天天慌着抓钱，哪有工夫玩牌
喝酒呀。”看到张海建的变化，大家都
替他高兴。

半年过后，张海建又来到张其彬
家，不但送来了 7000元钱，还拎了两
大兜水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张其
彬就嘱咐他一句话：“蒸好你的馒头，
还要争口气！”

现在，张海建靠蒸馒头一年收入
五六万元，还娶上了媳妇，日子如芝麻
开花节节高。

“扶贫先扶志，政府对贫困户的帮
扶不是简单地送钱送物，更重要的是
更新他们的思想，激发他们的干劲。
政府和他人的帮扶只是外因，最终还
是要靠他们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
智。”说起张海建蒸馒头的故事，牛晓
靖感受很深。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月28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今年我省将合
计调整年度基础发电量 24.2亿千瓦
时，切实保障居民采暖供热质量。

今年以来，省电力公司和各发电
企业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电力体制改
革精神，积极开展抽蓄招标、电力直
接交易、自备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代
发、集团内部调剂等市场电量交易工
作，各供热机组基本可以保障冬季供
热的发电计划需要。

考虑到电煤价格和极寒天气等
因素，我省将对郑州、洛阳、濮阳、平

顶山城区供热量较大的发电企业增
加200小时，其他供热机组增加100
小时，涉及安阳华祥、国电濮热、大唐
洛阳热电、洛阳双源热电等 30家发
电企业。

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上
基础电量不随电力市场变化调整。省
电力公司要加强负荷监测，进一步优
化电网运行方式，确保各类机组全年
等比例完成年度基础发电量计划；各
发电企业要加强设备维护，努力保证
机组稳发稳供，确保全省电力可靠供
应和居民冬季采暖用热需要。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27日，
2016中国服装协会裤业年会在郑州
召开，会上举行了“中国裤业十大工
匠”颁奖仪式。历经十多年发展的郑
州女裤产业也在大会上传递出要全
面拥抱互联网时代的信号，并开启由
女裤向女装转型之路。

由中国服装协会裤业专业委员
会发起评选的“中国裤业十大工
匠”，获奖人分别是：广州北江纺织
公司技术总监陈桂春、郑州领秀服
饰公司董事长陈耀领、福建虎都集
团西裤厂厂长胡永龙、湖南东方时

装公司高级制版师黄结应、榆林市
七只羊服饰公司总经理刘志娥、郑
州娅丽达服饰公司生产部经理王
娜、广州卡敦服饰公司艺术总监王
玫璋、福建九牧王集团副总经理兼
制造中心总监徐芳、鞍山圣兰翔服
饰公司制版师姚振红、河北唯帅服
饰公司生产厂长张冲海。

郑州市服装协会会长陈勇斌说，
随着消费市场升级，郑州服装产业要
大力发展“互联网+服装”，在提升“郑
州女裤”这张名片价值的同时，打造
第二张名片——郑州女装。③6

本报讯﹙记者 谭勇﹚11月28日，
省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下发通知,决定对全
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情况
进行督查考核。

有关数据显示,每年我省都安排数
千亿元资金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并
且投资力度逐年加大。开展城镇基础
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督查考核,旨在确保
省委、省政府“扩投资、稳增长、调结构、
惠民生”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大力实
施城镇基础设施扩能增效。

本次督查考核内容包括基础教
育设施建设情况、科技科普设施建设
情况、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情

况、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情况、广电基
础设施建设情况、全民健身基础设施
建设情况、城镇电网建设情况和通信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9个方面,督查考
核方式采取听取汇报、查阅文件资
料、现场查看、评价打分等。

据悉，本次督查考核分为9个组,
由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省文化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省体育局、省电力公司、
省通信管理局等9个单位人员组成。省
联席办将在各分项年度考核的基础上,
对各地考核成绩进行综合评分,并把考
核结果汇总上报省政府。③3

本报讯（记者 陈辉）11月27日，
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联合举办的2016年全国工业机器
人技术应用技能大赛于11月25日至
27日在北京举行，我省选手共获得3
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

“2016 全国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技能大赛”属国家级一类大赛，在
为期3天的总决赛中，共有来自全国

25个省（区、市）代表团的 123 名选
手参加。经过笔试和激烈的实操比
赛，我省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皇甫
志远获得职工组二等奖，新乡职业
技术学院的李俊杰、翟占先获得学
生组二等奖；郑州猎豹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的崔学军和陈聪获得职工组
三等奖，新乡职业技术学院的周明
亮获得学生组三等奖；省工信委获
得优秀组织奖。③7

切实保障居民采暖供热质量

我省调整年度基础发电量

“中国裤业十大工匠”揭晓

我省督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机器人大赛我省获佳绩

蒸好馒头争了气

脱贫攻坚的河南故事 入冬以来，气温走低，为了确保居民生产生活正常用电，11月27日，西华
县供电公司组织员工冒着严寒抢修电网电路。⑨7 张莉 摄

本报讯（记者 栾姗）11月28日，
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产业
集聚区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为进
一步规范全省产业集聚区安全生产
监管，对安全风险高的企业要逐步淘
汰退出。

我省产业集聚区发展迅速，已经
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但是，部
分产业集聚区安全生产基础薄弱，隐
患较多，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省
外多起特别重大事故都发生在产业
集聚区，如江苏昆山“8·2”特别重大
爆炸事故和天津港“8·12”特别重大

火灾爆炸事故等，教训极为深刻。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产

业集聚区要认真吸取省内外生产安全
事故教训，严格对新建、改建、扩建的招
商引资建设工程项目进行安全论证或
评价，安全生产设施与主体工程必须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已
经引进落地的项目，要按照国家和行业
标准，对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安全生产审查达不到规定的项目要立
即纠正，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要坚
决停产整顿。对发展方式落后、安全
风险高的要推动淘汰退出。③4

我省严格企业安全生产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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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7日，洛阳市洛龙区李楼
镇无公害蔬菜基地大棚内，种植户在采
摘蔬菜。入冬以来，该基地大棚内的菠
菜、芹菜等各类蔬菜生长良好，市场销售
火爆。⑨7 黄政伟 摄

▼

11月28日，杞县城郊乡坡吴村农
民在田间收获胡萝卜。近年来，该村种植
胡萝卜面积达100余亩，成为当地群众致
富脱贫的主要经济作物。⑨7 刘银忠 摄

冬天里来菜园香

本报讯（记者 樊霞）“评职称我们
学校有了自主权，这样就省事多了。”
11月 28日，正准备申报职称的郑州大
学青年教师张女士感慨地说。下放高
校自主评审权，逐步推行“以聘代评”
是下一步我省高校教师系列职称改革
的重点，也是我省简政放权、放管结
合、优化服务（以下简称“放管服”）改
革的具体体现。

“放管服”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内容，也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
系的关键所在。落实中央部署，我省
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促进各类主
体加速活跃，“放管服”改革亮点不断。

政府权力“瘦身”
释放市场活力

行政审批事项大幅精简，“放”的
效果逐渐显现。据统计，从2013年到
现在，我省共减少省级行政审批事项
255项，精简 52.6%，实现了政府权力

“大瘦身”，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
市、县行政审批项目普遍减少 40%以
上，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保留数量在全
国属于较少的省份之一。

投资审批改革深入推进。我省投
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顺利运行，
项目备案权全部下放到县级投资主管
部门和经济功能区，是全国项目备案
权下放最彻底、备案机关最多的省份。

强力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工商登
记实行“先照后证”，全面实行“五证合
一”登记制度，降低准入门槛。截至今
年 10月底，全省市场主体户数 413.3
万元，居全国第六位，企业总户数首次

突破100万；降税清费成效明显，2014
年以来全省累计取消、停征、免征中央
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65
项，每年减轻企业负担约47亿元；今年
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全年预计可为
企业减税超过240亿元。

“管”的制度不断健全。省、市、县
三级政府部门、依法承担行政职能的
事业单位全部公布了权力清单、责任
清单和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全省“双
随机一公开”工作全面推开，目前正在
逐步构建全省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
型监管体系。

“服”的水平持续提升。“互联网+政
务服务”正在全省积极推进，四级联动的
便民服务网络基本建成。省本级和18
个省辖市、6个省直管县（市）建成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并实现互联互通。

“放管服”的一系列改革有效促进
了我省政府职能转变，改善了营商环
境，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据统计，今
年我省企业活跃度指数为71.02，创业
活力指数为16.12%，企业活跃度指数
排名由去年同期的全国第七位上升为
今年全国第四位、中部六省第一位。

解决关键问题
简政还将深入

我省“放管服”改革虽然取得阶段
性成果，但目前依然存在不到位、不配
套、不衔接等问题。如何破解改革中
的堵点、痛点和盲点，推进“放管服”向
纵深发展？

对此，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
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仍
要持续简政放权。国务院近期将取消
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我省将积极落实，
并对省政府部门应放而未放的权力再
做梳理，加大行政审批事项下放力
度。进一步缩减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目，扩大企业自主权。职业资格改革
将进一步清理各类行业准入证和职业
资格证，不合理的将被整合或取消。

同时，我省还将持续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继续精简审批事项，探索实现

“多证合一”。在降税清费方面，将严
格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收费清理政策，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此外，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也
将合理扩大。未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
经费使用、成果处置、职称评审、选人
用人、设备采购、学科专业设置等方面
将拥有更多的自主权。②9

我省“放管服”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企业活跃度指数全国第四位

权力“瘦身”活力迸发

255 项

从2013年到现在，我省共减少省
级行政审批事项 255 项，精简
52.6%，实现了政府权力“大瘦身”

40%以上

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市、县
行政审批项目普遍减少 40%以
上，省级行政审批事项保留数量在
全国属于较少的省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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