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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超）9月 8日，
中共中央纪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表彰大会，省委常委、省
纪委书记任正晓带队参加。我省南
阳市纪委、郏县纪委被授予“全国纪
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安阳市龙安
区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韩涛被授
予“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
者”，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处级
纪检监察员刘全华等10名同志被
中共中央纪委予以嘉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坚决
贯彻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大战略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聚焦监
督执纪问责，忠实履行党章赋予的
职责，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付出了辛劳和智慧，涌现出
一批秉公执纪、敢于担当，勤政务
实、克己奉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③6

我省纪检监察系统一批先进
集体和个人受到全国表彰

我省被中共中央纪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监察部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名单：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集体
河南省南阳市纪委
河南省郏县纪委

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韩 涛 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纪委纪检监察一室主任

我省被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嘉奖的人员名单：
刘全华 河南省纪委第二纪检监察室副处级纪检监察员
董留民 河南省纪委驻省公安厅纪检组正处级干部
李万奇 河南省纪委驻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纪检组正处级纪检员
邢广华（女） 河南省开封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察局局长
王希凤（女） 河南省鹤壁市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
王昆鹏 河南省漯河市纪委正科级纪检监察员
夏卫军 河南省商丘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
魏建鹏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纪委常委
赵育蕊（女） 河南省巩义市纪委常委
孙 勇 河南省鹿邑县委巡察办副主任、县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

负责人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 系列述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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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战线虽然没有硝烟，
但同样需要付出汗水甚

至生命。感谢这篇文章为我们
还原了波澜壮阔的扶贫场景，向
奋战在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们
和其他扶贫工作者致敬。

——河南日报微信网友“simon7”

大战略带来大时代，大时代
须有大作为。脱贫攻坚，我

们仍在路上，不能有丝毫松懈；决
战决胜，需要我们继续发挥焦裕禄
精神和红旗渠精神。加油！

——大河网网友“梦里看剑”

一件事的成功需要一些条
件的成熟。有句诗说得

好，“忙趁东风放纸鸢”，没有风的
助力，就没法放风筝。河南发展
现在就赶上了好时候，“东风”频
来，国家战略频频惠及河南，这就
更需要全省上下长袖善舞、顺势
而为，打赢脱贫攻坚战。③6

——大河网网友“洹水人家”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黄岱昕 整理）

为落实《河
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
全省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培育
和促进信用服
务业发展。经
审核，河南航天
金穗征信有限
公司等 11 家信
用服务机构符
合备案要求，同
意备案，现予公
告（排名不分先
后）：

河南省企业信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
2017年9月6日

各信用服务机构详细情况见信用河南网（www.xyhnw.com）

备案证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69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0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1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2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3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4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5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6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7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8号

豫信备字[2017]

第079号

单位名称

河南航天金穗征信有限公司

河南润恒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政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郑州埃思欧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安德企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惟实企业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正奇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河南国鸿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郑州华江企业信用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金石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三信国际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49号

绿地原盛国际1号C座20层

安阳市北关区安漳路44号院内

二楼201号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北路32号1号

楼17层1704号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126号北晨

公寓B座14层1416号

郑州市郑东新区通泰路66号正

弘山3号楼

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秦-03幢1

单元402号

郑州市绿地原盛国际2号楼B座

11楼

新乡市金穗大道239号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街

50号院C9栋一楼002室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

金水东路21号8层813号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莲花街

338号11号楼6层42号

负责人

胡树森

罗钧心

王文举

李娜

臧雪琴

伊然

赵占广

李莉

李秋丽

郭留新

滑景义

联系方式

0371-63329205

13849273605

0371-63392008

0371-65332008

13703824668

18638708460

13698805292

0371-55055885

18837328211

0371-55233990

0371-55126909

0371-69127788

河南省社会信用服务机构备案公告
2017年2号

□河南大学副教授 朱世欣

读了河南日报近期推出的大型系
列述评，自豪之情油然而生，感想颇
多。文章写出了河南人的真实感受，实
实在在反映了五年来中原大地发生的
变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让人对未来更
加充满信心。

我在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工
作多年，在这一省内知名的智库机构
中，我每天的所思所想都与河南的发展
同频共振。河南的好与不足，我都亲身
感受着、观察着、倾听着、思考着。可以
说，近年来，河南的发展是加速度的、让
人心潮澎湃的。作为研究者，感受更加
明显。

以前外出开智库方面的会议，河南

的声音有点儿弱，我们的存在感比较
差。但是最近出去，河南的经验、河南
的发展已经成为会议不可或缺的议
题。大家对河南的一些议题充满了惊
奇和赞叹，与河南的交集也明显增多。
共同话语、合作主题越来越多，证明河
南发展了、充满了活力，在全国的地位
提升了。

在智库研究领域，以往经常关注的
话题就那么几个，城镇化、土地制度改
革等。但是近几年，和我省有关的新话
题层出不穷、应接不暇，例如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跨境电商、空中丝绸之
路等。这些新议题对学界不仅是挑战，
更是学术的兴奋剂。学术研究有了新

目标就有了活力，也在不断地给社会增
加新的动力。

河南议题正在成为全国关注的话
题。由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主
办、经济学界大咖云集的中原发展研
究创新奖评选暨青年论坛马上进入
第三届了，这一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奖励对河南发展有贡献的观点文
章，不论学者出身和文章的具体形
式。每一年，省外参与者都在不断增
加，话题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显著提
升。这说明，河南的发展已经越来越
多地得到全国乃至全球的关注。因
为青年专家参与的热度不断提升，今
年还开设了青年论坛主题论坛，这些
以真辩论、求真知为诉求的公益论
坛，参与度越来越广泛，愿意合作的单

位和个人越来越多。论坛只是一个小
小的点，但它又是一个浮标，彰显着
中原大地涌动的发展活力，彰显着河
南人民全新的精神风貌和奋斗行动，
彰显着河南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
任感。

系列述评文章如同一个个长镜
头，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河南的发
展全景。河南的发展和进步，又是与
祖国进步同频共振的结果。我一直
关注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河南的发
展得益于近年来对中央政策的反应
更灵敏，对中央精神的领会更深刻，
执行更有力。一个和群众紧密联系
互动的政党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思想
统一、上下沟通顺畅的国家是很有力
量的。③7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河南日报推出的系列述评《脱贫
攻坚 决战决胜》在全省 1.2 万名驻村
第一书记中持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
一致认为，文章站位高远、内涵丰富、
意蕴深远，展现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河南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纷纷表
示，要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战。

9月 7日，正在贵州参加全国科技
助力精准扶贫现场会的吴树兰，看到
述评文章后第一时间给记者打电话。
吴树兰说，与会的代表对述评文章《脱
贫攻坚 决战决胜》纷纷点赞。“文章体
现了中央的精神，客观全面分析了河
南的脱贫形势，评述气势磅礴，表达娓
娓道来，读完令人振奋。”吴树兰认为，
通过汇聚各方力量，上下同心，克难攻

坚，摆脱贫困奔向小康，河南一定会谱
写出更加精彩的篇章。

述评中提到的“贫困群众听到脚
步声，就知道‘闺女来了’”的驻村干部
就是内黄县马上乡赵信村第一书记安
艳芳。她认为，文章在对河南脱贫攻坚
实践的宏大叙述中，有具体的人物和细
节，让人感动，扣人心弦，催人奋进。

“脱贫攻坚淬炼着干部作风，凝聚
着党心民心。”安艳芳说，从去年开始，
驻村工作队开展帮扶周，队员与贫困
户同吃同劳动，党员主动与贫困户结
对子，出点子找出路，党员干部群众拧
成一股绳，汇聚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

“鼓干劲、增动力、聚合力。”上蔡
县五龙镇高白玉村第一书记陈召起
说，《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对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表述高潮迭起，语言有张力，
鼓舞人心。他表示，作为奋战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的驻村第一书记，只有“稳
住心，沉下身”，成为熟悉情况的村里
人、群众认可的贴心人，深入了解乡亲
们的所需所盼，“找准症结，开好方
子”，更好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精准
扶贫，才能切实把党的温暖送到百姓
身边，让困难群众在脱贫过程中有更
多获得感。

“读完述评文章《脱贫攻坚 决战
决胜》，我心潮澎湃，信心满怀。”省科
技厅驻光山县周湾村第一书记陶曼晞
认为，文章展示了河南面对“兰考之
问”，上下齐心，干群协力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信心和决心，也全面展现了我省脱
贫攻坚取得的成绩。广大第一书记埋
头苦干，冲锋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拉近
了党和贫困群众的距离，暖热了贫困户
的心。陶曼晞说：“正如文章中所说，我
们要‘只争朝夕’，拿出‘啃硬骨头’的精
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③5

本报讯（记者 吴烨）9月 7日
至8日，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工
作现场会在三门峡召开，总结经
验、树立标杆，推动“扫黄打非”进
基层工作深入开展，并对当前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切实维护意识形态
安全，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扫黄
打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赵素萍出
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戴柏华主持
会议。

赵素萍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全
省开展“扫黄打非”进基层工作取
得的明显成效。她强调，“扫黄打
非”进基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
作任务，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拉高工作标杆，健全机制措施，
加强组织协调，不断推动这项工作
向纵深发展。

赵素萍指出，现在距离十九
大召开的时间越来越近，要进一
步强化责任担当，突出工作重点，
确保文化市场健康有序，确保意
识形态领域平稳可控。要严把重
要关口，盯紧重点人群，强化市场

巡查，严防各类非法出版物制售
和有害信息传播。要加强专项整
治，扎实开展“清源、净网、秋风、
护苗、固边”五大专项行动，营造

“扫黄打非”斗争的高压态势。要
突出案件查办，坚持快打打狠、露
头便打，严惩违法犯罪活动。要
重点加强网络治理，提升封堵网
上有害信息和查办案件的能力，
严格落实网上“扫黄打非”联席会
议制度，不断开创“扫黄打非”工
作新局面。

戴柏华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
把“扫黄打非”工作纳入党委、政府
的议事日程，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高标准谋划和组织
好年底前的各项工作，有力维护文
化市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稳
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现场参观
了三门峡市部分乡镇、农村、学校、
社区“扫黄打非”工作开展情况，三
门峡等省辖市和省“扫黄打非”工
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在会上
发言。③5

河南议题正为全国所关注

《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在驻村第一书记中持续引发强烈反响

鼓干劲 聚合力 决胜脱贫攻坚

本报讯（记者 栾姗）9 月 8
日，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建设
启动活动在郑州举行，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翁杰明，省委常委、郑
州市委书记马懿，中国普天集团
董事长、EWTO 研究院名誉院长
邢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EWTO 研究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大卫出席。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提出的

“向买全球、卖全球目标迈进”的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在举办首届全球跨境电商
大会形成《郑州共识》的基础上，
郑州市着手规划建设EWTO核心
功能集聚区，按照“线上线下高度
融合、监管服务高度融合、商贸商
务高度融合、创意会展高度融合”
的理念，打造全球网购商品集疏
分拨中心、“一带一路”商贸物流
合作交流中心、全球跨境电子商
务大数据服务中心、内陆地区国
际消费中心。

翁杰明指出，规划建设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对加快河南自
贸试验区建设、促进跨境电商长
足发展、打造郑州国际商都、引
领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具有重要
意义。要探索创新综合监管模
式，提升综合监管水平，推动跨
境贸易便利化，实现政府和购买
者互利共赢；要着力打造 EWTO
核心功能，集中展示跨境贸易新
业态、新模式、新规则，建设具有
示范性、竞争力的新型业态功能
集聚区 ；要顺应国际贸易发展
趋 势，深入研究 EWTO 运行规
律，汇聚国际国内智慧和力量，
引领监管模式创新和相关规则
制定；要总结推广成功的运营模
式，形成标准、共识和知识产权，
进 一 步 增 强 竞 争 力 ，为 构 建
EWTO 新型国际贸易规则作出
河南贡献。

启动活动上，“EWTO核心功
能集聚区”和“EWTO 研究院”相
继揭牌，并发布了 EWTO核心功
能集聚区规划构想和EWTO最新
研究成果。③6

郑州全面启动建设EWTO
核心功能集聚区
翁杰明马懿出席启动活动

全省“扫黄打非”进基层
现场会在三门峡市召开
赵素萍出席并讲话

网友点评

国家战略支撑，脱贫攻坚
兜底，咱老百姓生活越来

越好。不管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的郑州，还是更多百姓所在的小
县城，都需要更好更快地发展。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豆子哥”

▶河南日报述评文章《脱贫攻
坚 决战决胜》刊登后在全省驻村第
一书记中引发强烈反响。9月 8日，
在栾川县集中培训的全省 200多名
驻村第一书记，利用午休时间认真研
读、讨论。⑨6 郭浩 摄

▼9月 8日，沁阳市王召乡马铺
村组织党员群众集中学习讨论《河
南日报》系列述评文章。大家纷纷
表示，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更美
好的生活，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贫困百姓脱贫问题，关乎
人心向背。繁华都市固

然是先进的代表，偏僻山村才是
全面小康的标尺。受客观条件
限制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贫困
户，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拉一把。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问天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