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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瑞士联邦主席洛伊特哈德举行会谈

推动中瑞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习近平出席瑞士联邦委员会全体委员集体举行的迎接仪式并致辞

深化务实合作 充实伙伴关系内涵

11│天下/时局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月 16日
上午，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谢伏瞻、邓凯、
夏杰、刘春良、刘满仓、蒋笃运、储亚平、
王保存、段喜中、张启生主持大会并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省领导陈润儿、叶冬松、翁杰明、
赵素萍、任正晓、李亚、许甘露、马懿、
穆为民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王全书和徐光春、任克礼、
范钦臣也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 9时，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谢伏瞻宣布：河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共有代表 949名，出席开幕大

会的代表880人，符合法定人数，现在
大会正式开幕。

与会人员全体起立，会堂内响起
雄壮的国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省长陈润儿作
《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
一、2016年工作回顾。二、2017年工
作安排。三、全面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陈润儿说，过去的一年，面对复杂
的外部环境和繁重的发展任务，在党
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
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和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着力打好“四张牌”，扎实
开展“三大攻坚战”，全省经济社会保持
平稳健康发展，实现“十三五”良好开
局。一是着力稳增长保态势，实现经
济平稳增长。预计全省生产总值增长
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经济
总量有望迈上4万亿元新台阶。二是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持
续加快。三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
展动能不断增强。四是强力推进污染
治理，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五是切实
增进人民福祉，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陈润儿说，今年政府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
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省委
决策部署，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
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突出以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以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着力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
创新，（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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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全省检察机关严肃查
办发生在扶贫资金管理和使用、扶贫
项目审批和实施环节的贪污贿赂、失
职渎职行为……”1月13日，在省检察
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省检察院副
检察长田效录向社会通报了检察机关
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份成绩单。

这，只是我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
职能，服务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的
一个缩影。

省委、省政府把脱贫攻坚、深化国
企改革、大气污染防治作为三项重点
工作以来，省检察院主动融入、履职尽
责，把服务保障三项重点工作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彰显了在服务大局中的
使命担当。

助力脱贫攻坚
打通扶贫资金“最后一公里”

脱贫攻坚，是党心所向，民心所依。

如何避免扶贫资金跑冒滴漏，确
保惠民政策、扶贫资金落地生根、惠及
群众？省检察院积极发挥检察职能，
研究制定服务保障脱贫攻坚 24条意
见，与省扶贫办部署开展为期5年的集
中惩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专项活动，加大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
罪的力度，为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法治保障。

围绕扶贫资金的审批、发放等环
节，对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
罪，坚决依法予以查处。2016年，全
省检察机关共查办扶贫领域职务犯罪
案件515件840人。

坚持惩防并举，省检察院围绕扶
贫资金开展同步预防，洛阳市孟津县
检察院利用技术资源建立了“孟津县

扶贫项目资金网络检察监控平台”，对
全县2013年以来的整村推进、扶贫搬
迁、科技扶贫和互助资金等 12类 155
个扶贫项目，涉及 1.63亿元资金进行
监督管理。全省检察机关还与扶贫部
门组织开展“精准扶贫，廉洁为民”警
示宣传教育基层行活动492场。

服务国企改革
变“被动”为“主动”

在产业集聚区、重点企业厂区建
立检察室、设立联络站，延伸服务触
角；深入企业实地走访座谈，倾听企业
呼声，为企业发展把脉问诊，研究“精
准服务”对策……全省检察机关牢固
树立“服务大局首先就是要服务发展，
服务发展重点就是要服务企业”的思

想，创新工作模式，变“需要我服务”为
“我要去服务”，自觉把履行检察职责
与服务企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

紧盯国企改革重点岗位、关键环
节，严厉打击各类涉企犯罪。2016年
依法查办国企改革中贪污、贿赂、私分
国有资产和监管人员失职渎职、滥用
职权等犯罪59人。

此外，全省检察机关把服务企业
科技创新作为重点工作。省检察院研
究出台了《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保
障和促进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意见》，提出“三不两宽”“六个
慎重”“六个不准”，加大对企业创新发
展的保护力度。新乡检察机关在办理
一起企业套取国家 1200多万元环保
资金案件时，没有简单地就案办案，而

是以查案促整改，督促有关部门完善
管理制度，引导企业筹资3000多万元
完成环保技术改造。

助力大气污染防治
呵护碧水蓝天

一家山东企业长期违规将大量强
酸性化工废液倾倒到南乐县境内，造
成当地土壤和水资源严重污染。当地
检察机关及时介入，督促环保部门将
15名涉案人员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

全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把
涉及民生领域、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
违法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开展专
项检察活动，保护碧水蓝天。

省检察院与省环保厅、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等多个部门召开
联席会议，部署开展破坏环境资源和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与省法院、省公安厅、省环保厅等部
门牵头制定《关于建立实施环境资源司
法执法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严厉打击
涉及环境资源的违法犯罪，利用“两法”
衔接信息平台，监督行政执法机关加大
对破坏资源环境违法行为的执法力度。
组织开展查办环保领域渎职犯罪专项活
动，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2人。同
时，对涉及破坏环境行为，积极探索检察
机关支持提起公益诉讼。去年，省检察
院指导洛阳、新乡、濮阳等地检察机关对
3起污染环境案件提起公益诉讼。

“服务大局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
的职责，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立足检察职能，继续服务
保障好三项重点工作，为全省经济社
会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省检察院
检察长蔡宁表示。

河南检察工作亮点巡礼

在服务大局中彰显使命担当
——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三项重点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月 16日，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来到省
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郑州代表团，与代表
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大家的意
见建议。他强调，郑州要发挥优势、真抓
实干、重点突破，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在全省发展大局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引
领作用、支撑作用。

审议中，马懿、程志明、张延明、孙廷
喜、徐平、张国臣等代表先后发言。大家
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总结成绩鼓舞
人心，分析问题客观实在，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大家还就中原
城市群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建设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在听取发言后，谢伏瞻指出，过去的
一年很不平凡，我省发展取得了很多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成就。一是经济实现了平
稳增长，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发展
新旧动能艰难转换的形势下，预计全省生
产总值增长8%，经济总量有望迈上4万亿
元新台阶，这在河南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二是省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
开，提出了建设经济强省、打造“三个高
地”、实现“三大提升”的宏伟目标，极大地
激发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积
极性，提升了自信心。三是一系列国家战
略规划和战略平台获批，叠加效应显现，
特别是国家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这对我们这个不沿边、不靠海
的内陆省份意义重大。四是开放空间不
断拓展，一系列功能性口岸运营良好，发
展活力不断释放。这样一份成绩单来之
不易。总的来看，全省大局和谐稳定，这
得益于历届省委、省政府打下的坚实基
础，也是全省上下干部群众团结一心、拼
搏进取的结果。

就郑州下一步的发展，谢伏瞻提出三
点希望：一要继续发挥龙头作用。河南要
发展，首先郑州这个龙头要舞起来，无论是
产业升级、城市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人才
引进都要走在先走在前。二要发挥引领作
用。要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用改革的
办法、创新的举措，胜人一筹、引领发展。
三要发挥支撑作用。以高于全国全省平
均增速来加快发展，（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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