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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冯芸 通讯员 凌巍）
“机关党建‘五项机制’写入了省委十届
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河南省委关
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这一机关党
建工作创新成果成为省委深入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重
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省委对机关党建的
高度重视和对机关党建工作成效的充
分肯定。”12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省
委省直工委书记李恩东说。

近年来，省委省直工委针对机关党
建责任落实不到位，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两张皮”“灯下黑”，党务干部配备弱
化等问题，探索构建了机关党建“五项
机制”，即：机关党建统筹考核机制、机
关党建述职评议机制、“两个责任”落实
机制、机关党务干部队伍优化机制和精
神文明创建创新机制。

实践证明，“五项机制”是从严从实
抓好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为机关
党的建设注入了新动力。从建设队伍
上看，目前已有60家单位的机关党委书

记由部门党组(党委)书记或分管人事工
作的党组(党委)成员兼任，其中9家单位
党组书记兼任机关党委书记；88%的机
关党委书记、专职副书记年龄在55岁以
下、学历为本科以上，93%的省直单位解
决了党务干部配备临时性、安置性、照顾
性、过渡性问题。从服务中心实效上看，
实施“省直机关百千万工程助力脱贫计
划”发力精准扶贫，省直104家单位结对
135个贫困村、1924个党支部结对6164
个贫困户、1349名党员结对1701个贫
困家庭学生，同时组织发动205个文明

单位为第三轮结对帮扶的65个行政村
提供文体设施建设、扶贫帮困及项目资
金共计4560万元。

机关党建“五项机制”写入《决定》，
在省直机关广大党务干部中引起了强
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落实《决
定》要求，不断巩固完善机关党建“五项
机制”，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中走前头、做表率，着力提升机关党建科
学化水平，努力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③5

本报讯（记者 卢松）12 月 27
日，记者从省民政厅了解到，财政部、
民政部日前下拨我省2016~2017年
度冬春救助资金 1.41亿元，用于帮
助各地灾区统筹解决今冬明春受灾
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困难，妥善安
排受灾群众冬春期间基本生活。

冬春救助是我国自然灾害救助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编密织
牢社会保障安全网、使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省民
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财政厅和

省民政厅正加紧会商，尽快使中央
救助资金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中，确
保受灾群众得到及时救助。

此外，我省全力以赴做好汛期
救灾工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
活。今年汛期，我省争取到中央
9000万元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省财政下拨 5672万元灾民生活救
助资金，共调运救灾帐篷 1600顶、
折 叠 床 5000 张 、夏 凉 被 和 棉 被
8000床，全省紧急转移安置灾区人
口10.2万人。③4

□本报记者 薛迎辉 吴烨

12月 23日，三门峡市湖滨区五原
路社区门前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
问”咨询台，吸引了众多社区居民，有要
律师联系方式的，有咨询法律问题的。

“有事儿找法律顾问”，正逐渐成为该区
群众的新风尚。

家住五原路社区的张先生前段时

间遇上了烦心事。11月 22日，暴雪袭
击三门峡，张先生停在楼下的汽车，被
六楼杨先生家掉落的雨搭砸了个坑。
因为赔偿问题，两家协商不成，物业也
处理不当，三方争吵不休。抱着试一试
的态度，张先生拨通了社区联络员柴倩
和法律顾问王润泽律师的电话，没想到
不到4个小时就解决了问题，王律师还
给大家进行了一次侵权责任法律知识

普及。连门卫吴大姐也直竖大拇指：
“王律师调解得真好，要不然这事儿真
不好办。”

其实，这只是湖滨区“一村（社区）
一法律顾问”的缩影。目前全区 83个
村（社区）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盖，依托
专业人才开展法律服务进村（社区），并
将每月26日设为村（社区）法律顾问服
务日。

为了保证法律服务的高效性，自
今年 7月份全面启动“一村（社区）一
法律顾问”工作以来，湖滨区由司法
局牵头、28 名在册执业律师为主体，
构建了家门口的法律顾问体系。在
具体人员选配上，实行司法局推荐，
村（社区）与律师事务所双向选择的
模式。村（社区）组织与律师事务所
签订协议，律师事务所指派符合条件
的人员担任法律顾问。“邻里无小事，
让律师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调解纠
纷，正是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初衷。”
该区司法局副局长高原说。

提及磁钟乡某养殖场33万元赔偿

调解的事例，当事人无不称赞。由于法
律顾问周鹏举律师调解及时，避免了事
态恶化，一场矛盾也化解于无形，该乡
司法所负责人席伟强说。

为何村（社区）律师调解容易让人
信服？“律师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又是
无利益的第三方，所以更容易让社区居
民信服。”高原告诉记者。

为了提高法律顾问的积极性，该区
司法局还对律师进行补贴，实行了奖惩
机制。而在王润泽看来，充当村（社区）
法律顾问也是律师承担社会责任的一
种方式。“法律援助更多的是一种公益，
我们律师有义务宣传法律，让一技之长
为老百姓服务。”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区法律顾问
已接待300余人次法律咨询，组织调解
25起邻里纠纷和31起物业纠纷。由于
法律顾问处事公道，合法合情，现在湖
滨区越来越多的居民在遇到矛盾纠纷
时，往往是第一时间找家门口的律师寻
求法律援助，这也让他们成了村（社区）
里的“香饽饽”。②40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刘小江 杨洋

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新
安县石寺镇西沟村的村民利用冬
闲，在村里 300多亩矿渣山上种上
了核桃、花椒等经济林木。为了让
这些土地重新发挥作用，村民在土
地平整时对部分田地覆盖上新土，
再进行果树种植。

石寺镇的铝、煤等矿产储量丰
富，是洛阳铝矿、香江万基、义煤集
团的矿区。经过多年开采，废弃矿
场、渣山较多，一到冬季，风吹过，灰
尘漫天，直接影响着群众的生产生
活。入冬以来，石寺镇实施了全镇
域生态绿化大会战，以巩固大气污
染攻坚战成果。

镇政府抽调 10余名机关干部

分片包干，利用20天时间，以9个行
政村废旧矿山为重点，造林 3000
亩，栽植各类绿化苗木20万株。领
导干部全程深入现场一线监督，确
保成活，工程结束后镇政府逐村进
行验收。

把矿渣山变成采摘园。该镇下
孤灯村是我国有名的“奇石山庄”，
每年游客不断。今年冬季绿化工作
开始后，村里党员带头，在200亩矿
渣山区种植牛心柿树6000棵、槐树
4000棵。村委会主任王江河说，明
后年果树挂果，可以和奇石游结合
发展采摘游，进一步提高群众收入。

该镇林果站负责人李全民介绍
说，下一步镇里将实施通道绿化工
程，围绕镇内、村内主要道路，村民
房前屋后进行绿化，让人们走进石
寺镇满眼皆是绿。③4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扬尘是
大气污染的“元凶”之一，是 PM10
的重要来源。12月27日，记者从省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办公室获悉，
2017 年我省将着力建立扬尘污染
防控长效机制，确保全省环境空气
质量得到持续改善。

今年以来，我省把治理扬尘污
染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要措施，
层层编织“防尘网”，各级各地都建
立了主管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
责任、法人和项目经理具体责任的
负责机制。近 6个月来，省、市、县
各级组织督查督导3.6万次，处罚建
筑工地数1260个。同时，以项目施
工扬尘治理、公路路面扬尘治理、运
输车辆源头治理为重点，以科技编
织“防尘网”，以制度编织“责任网”，
以督查编织“落实网”，有力确保了

扬尘污染防治效果。
层层织网，全省扬尘污染得到

有效遏制。以郑州为例，根据郑州
市千人计划专家团队的源解析结
果，郑州市空气中的扬尘颗粒大幅
降低，PM10浓度累计下降超 30微
克/立方米。

据介绍，2017年我省还将着力
建立扬尘污染防控长效机制，制定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扬
尘污染防治“黑名单”管理办法》，将
扬尘污染违法违规行为纳入建筑市
场诚信体系管理系统，建立扬尘污
染防治与建筑市场诚信挂钩联动机
制，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
用惩戒格局。同时，我省还将加快
推广节能减排新材料、新工艺、新设
备的应用，切实遏制扬尘污染，有效
改善空气质量。③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12月 25日，市民正在位于尉氏县城的刘青霞故居纪念馆参
观。

刘青霞是近代著名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政治家。她25岁时
参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创办了我省第一所女校。孙中山曾亲
笔题写“巾帼英雄”盛赞于她。最近，有关部门投入资金，对刘青
霞故居进行保护性维修。如今修缮一新的故居吸引了不少参观
者。⑨6

▲已经对外开放的刘青霞故居展厅
▶刘青霞故居即景

本报讯（记者 陈辉）12月 27日
上午，河南工程学院与河南豫发集
团合作共建锦荣服装学院签约暨揭
牌仪式举行。双方将携手进行服装
行业人才培养、服装产业链整合，为
河南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提供人才
支撑、科技支撑。

河南是纺织服装大省，服装业
产值位居全国第六，郑州是全国四
大服装集散地，近年来，服装业一直
被列为我省重点培育的高成长性产
业之一，涌现出了一批知名品牌和
服装产业基地。但河南服装业整体
大而不强，原创设计滞后、科技人才

不足制约着服装产业的发展。
河南工程学院有 60多年的纺

织教育背景，是我省首批开设服装
类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一，为服装产
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豫发集团围
绕“锦荣”品牌，先后打造了锦荣商
贸城、锦荣轻纺城、锦荣衣天下服装
产业园、锦荣网商园等服装产业平
台，旗下汇聚了8000余家河南纺织
服装企业，构筑了一个较为完整的
服装全产业链。双方共建锦荣服装
学院，将对解决河南高水平服装专
业人才短缺问题、助推纺织服装产
业快速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③5

从严治党 机关先行

中央下拨我省1.4亿元冬春救助金

“冬忙”让矿渣山换新装

为扬尘治理层层“织网”

河南工程学院锦荣服装学院揭牌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通讯
员 赵狄）12 月 27 日，河南啸鹰航
空一架注册号为 B-10EZ 的飞机
从郑州上街机场起飞，在经过近两
个半小时的飞行后，成功降落北京
八达岭机场。这标志着郑州上街
机场至北京八达岭机场通用航空
首次直航取得成功。

据介绍，此次首航任务是啸鹰
航空联合奥伦达部落飞行小镇探
索通航运行新模式的成功尝试。
承担此次飞行任务的是首架取得
中国注册号的穆尼飞机，机型为
M20TN，为全球最快的单引擎活
塞动力“小飞机”，共设4个座位，巡

航速度 380 公里/小时，最大航程
2676公里。

在通航领域不断深化改革、低
空政策频频示好的背景下，我省通
航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期。位于
上街区的郑州通用航空试验区，重
点发展通航制造、通航运营、通航
服务等产业，已引进河南啸鹰、河
南大地、河南蓝翔等通航企业40多
家。上街机场目前已初步具备了
4C级机场的运营条件。目前，上街
区正瞄准建设中原经济区通航枢
纽、全国公务机运营基地、全国通
航经济示范区、中国“飞来者大会”
承办地的目标奋力迈进。③4

上街至八达岭通用航空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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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村一法律顾问”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邻里纠纷无小事 法律援助送上门

留住历史记忆

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