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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青莎

执结各类案件4513件，发放执行
款项1.7亿余元；司法网络拍卖成交金
额 2.3亿余元；司法拘留拒不执行、妨
碍执行人员 135人；审结拒执罪案件
553件……

这些数据来自郑州市金水区人民
法院近日公布的“夏季雷霆”执行专项
活动战果，而这正是我省三级法院敢
碰硬、动真格，穷尽一切措施力克执行
难的缩影。

去年以来，全省法院不断掀起执
行攻坚的高潮，并取得突破性进展，创
造了执行工作的“河南经验”和“河南
精神”，得到最高人民法院高度肯定并
在全国推广学习。

“堆积多年的执行存案，要在两年
内清理完毕，就必须大胆改革现行的

执行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再不能
墨守成规。”省高院主管执行工作的党
组成员、巡视员蒋克勤说。

在省高院党组的领导下，一系列
大刀阔斧的改革创新开始实施：强化
中级人民法院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
一管理、统一协调；实施执行案件异地
管辖，最大可能排除干扰；打破一人一
案管到底，采用分段式执行且全程留
痕；辖区内超过6个月期限案件不得超
过已受理案件的5%，否则约谈执行局
长或法院院长。全省建立起新的执行
工作格局，大大提高了执行工作质效。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严厉打
击拒执犯罪、多部门实施联合惩戒、给

“老赖”定制失信彩铃、在街头设置“老
赖”曝光台……全方位立体化地打击
惩戒进一步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的生存
空间，令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百日

执行风暴”“春雷行动”“夏季雷霆”，在
一系列执行专项行动中，广大执行干
警舍弃节假休息和家庭团聚，不分寒
暑、不舍昼夜奔波在执行道路上，取得
了丰硕战果，令“老赖”闻风丧胆，让人
民群众拍手称快。

去年，全省法院执结各类案件 25
万余件，执结金额 1200多亿元，执结
案件数、标的额同比分别上升47.7%、
75.2%，案件执结率达77.8%；共拘传、
拘留老赖22750余人。今年前7个月，
全省法院共判处拒执犯罪分子 2168
人，执结案件16.8万件，执结标的金额
949亿元。

“好不容易找到人却发现没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这是执行法官最不愿
看到的，只要查到有财产，就算追到天
涯海角也要执行到底。”郑州市高新区
法院执行局局长李文涛的话道出了很

多执行干警的心声。今年7月，新乡市
卫滨区法院执行干警用一周时间往返
6000多公里，将一辆路虎车从新疆扣
押带回。执行路上不仅有艰辛，还有
不被理解的情况甚至危险。去年11月
18日，在金水区法院的一次行动中，被
执行人的亲属为了阻挠执行，向执行干
警泼洒汽油并试图点燃。“我们曾经视
执行程序为畏途，现在真切感受到我省
法院的执行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河南
千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千智永感叹。

省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张立勇说：
“执行难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
藩篱，能否解决执行难，关系到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关系到司法公信力和司
法权威，关系到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全省法院要依法采取一切举措，坚决
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兑现
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③7

□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文瑞

用笔记录一个大省的成长之
路，用心勾勒一方热土的美好蓝
图。前行路上，不管荆棘满布，或鲜
花盛开，我们都会如影随形，陪你走
到出彩中原！这是一个党媒的时代
责任，更是一众日报工作者的赤子
之心。洋洋万言，字字珠玑，把脉改
革之路，谋划发展之需，读罢河南日

报“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系列述评
文章之五《风卷红旗过大关》，心潮
澎湃。

这样的述评是一场真正的精神
盛宴。述评写道，“全面深化改革，是
河南实现赶超的难得机遇”“全面深
化改革，是河南转型发展的根本途
径”“全面深化改革，是河南迈向经济
强省的必由之路”，这样的定位和判
断深刻而且专业，体现了对我国区域

发展新格局的准确把握和对省情的
深入了解。

这样的述评是在重新制作河南
名片。述评运用翔实事例和清晰的
逻辑，向人们展现出一个大省奋发向
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铿锵步履。

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大变革的
当下，区域竞争日趋激烈，河南的发
展前有标兵，后有追兵，因此，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在保持追赶型发展的

同时，全面深化改革显得颇为重要，
如果改革慢上半拍，将会影响赶超的
步伐和出彩的进程。全面深化改革
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并
最终成为强者的必有逻辑，也是《风
卷红旗过大关》这篇文章的深刻内涵
和重大现实意义。

改革春潮涌，中原起宏图。将改
革进行到底，让改革落地生根，让改
革成为中原腾飞的强大动力！③6

本报讯 9 月 13 日 18:30，由省
委宣传部、河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九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让改革落地生
根》第六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将
在河南卫视《河南新闻联播》中播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把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惠民工程的重
点之一，在完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
医保和新农合的基础上，针对看病贵
的问题，迎难而上，大胆探索。为了

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义
务教育“择校热”“大班额”，改革力度
之大有目共睹。同样，河南一直坚持
就业优先，推出一系列举措，5年累计
新增就业719.7万人。

本集的重播时间为：河南卫视9
月 13 日 21:15、9 月 14 日 23:09；新
闻频道9月 13日 20:00、22:00以及
9月14日20:00、22:00。③7

（本报记者）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 月 12
日，纪念中国农工民主党河南省委
员会成立 30 周年座谈会在郑州举
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
工党中央主席陈竺，全国政协副秘
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何维，
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王炯，省政协
副主席张广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
党省委主委高体健等出席会议。

何维代表农工党中央对农工党
河南省委成立 30 周年表示热烈祝
贺。他说，农工党河南省委自觉接
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围绕中
共河南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切实履
行参政党职能，各项工作取得了丰
硕成果，许多工作都走在了全国前
列，农工党中央充分肯定农工党河
南省委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何维
在讲话中对农工党河南省委提出三
点希望：深入开展专题教育，夯实共
同思想基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务实高效履职尽责；适应新形势新
任务，努力提升能力水平，聚焦中共
河南省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奋斗
目标全面履职尽责、积极献计出力。

受省委书记谢伏瞻委托，王炯
代表中共河南省委，对农工党河南
省委成立 3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向
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南发展的农工
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王炯说，农
工党河南省委自1987年 9月成立以
来，在中共河南省委和农工党中央

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全省农工党党
员，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希望农工
党河南省委凝聚政治共识，把牢正确
政治方向，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强化责任担
当，围绕中共河南省委、省政府中心
工作，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着力固本
强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建设
高素质参政党地方组织，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胜利召开。

高体健在讲话中回顾了农工党
河南省委成立30年来的工作成绩和
经验，表示一定不忘多党合作初心、
继续同心携手前进，努力建设高素
质参政党地方组织，切实承担起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亲历者、
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的政治责
任，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
彩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对我省农工党优秀市级组
织、优秀党员、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进行了表彰。

省委统战部负责人，省各民主
党派负责人霍金花、张亚忠、张震
宇、王鹏杰和省工商联负责人到会
祝贺。

纪念农工党河南省委成立30周
年书画图片展和主题宣讲活动也于
同日举行。③7

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 12日，
全省投融资工作推进会议在郑州召
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翁杰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有关工作部署，梳理分析当
前全省投融资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研究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
加快推进我省投融资模式创新，进一
步增强合理有效投资，确保圆满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

翁杰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有
关要求，切实处理好扩大投资与防范
金融风险、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
关系，科学推进投融资模式创新，切
实稳控政府性债务，扩大合理有效投
资，以科学合理投资推进经济结构优
化。要精心谋划，改革创新，加快投

融资公司市场化转型，坚定不移推进
特许经营权招商，推行片区开发模式
实现自我循环，分类规范推进PPP项
目实施，积极推进存量资产盘活，通
过投融资模式创新，使经济社会发展
始终充满活力。要抓重点、带一般，
抓示范、推全面，做好 PPP模式成功
案例推广、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市场化产业项目投资、政府性债务管
控等工作，加强政策解读和培训指
导，积极探索科学融资模式，确保在
推动发展的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风
险，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应有贡献。

会上，省发改委汇报了全省投融
资工作总体情况，有关市县政府、投
融资公司、金融机构和企业就推进投
融资模式创新的经验做法作了交流
发言。③4

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

穷尽措施 执行到底

纪念农工党河南省委
成立30周年座谈会举行
陈竺何维王炯等出席

翁杰明在全省投融资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

科学增强有效投资
切实稳控债务风险

政论专题片《让改革落地生根》
今晚播出第六集

让改革成为中原腾飞的强大动力

我 们 没 有 沿 海 地 区 接
触 外 部 世 界 的 先 天 条

件，但是在交通越来越便利、
网络越来越发达的今天，头脑
的开放才是最重要的。”

——河南日报微信网友“lee”

河 南 离 经 济 强 省 的 目
标还有一段距离，只要

全省上下鼓足干劲齐心协力，
相信一定可以迎头赶上。”

——大河网网友“如梦如痕”

网友点评

由大变强，切中要害！
只有进行有效整合、转

型升级，才能握成拳头，形成
合力，办成大事。从大向强的
路径，就是四个字——改革创
新。”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半亩荷塘”

阅读量超 1.55 亿人次，
说明咱们河南人民关心

河南的发展，说明报道写得好。
期望更多精彩的报道。”③4

——大河网网友“糖豆甜心”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华峰

黄岱昕 整理）

▲9月 12日，河南省体育局组织党员、
运动员学习河南日报述评文章。大家表示，
要再接再厉、继续拼搏，为河南体育事业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9月12日，河南农业大学林学院团委
组织学生学习河南日报系列述评文章。同学
们表示，要认真学习，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⑨6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看 到 老 家 河 南 发 展 这
么好，想回去了。外面

漂 着 ，终 究 没 有 自 己 家 里 舒
服。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大河客户端网友“会发光的鱼”

本报讯（记者 高超）9 月 12 日
晚，河南广播电视台 1500平方米的
演播大厅内歌声嘹亮，激情飞扬。由
省委宣传部和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

“中国梦·劳动美——永远跟党走 ”
河南省职工喜迎党的十九大文艺汇
演在这里举行。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省
军区政委胡永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段喜中，副省长戴柏华，省政协副
主席靳克文，与我省各行业职工代表
共同观看了演出。

歌舞《心中的旗帜》拉开了文艺
汇演的序幕，歌曲联唱《党旗下的你
我他》、说唱表演《劳动最光荣》展现
了各行业职工的创造和奉献精神，音

诗画《向祖国报告》再现了河南职工
在雪域高原、在非洲以及中东等项目
工地的感人故事，诗朗诵《献给十九
大的歌》深情道出了河南职工对辉
煌过去的重温和对美好未来的憧
憬。在演出中，来自全省各地各行
业的普通劳动者，通过多种艺术形
式，讴歌河南砥砺奋进的五年，展示
了我省职工蓬勃向上、开拓进取的
精神风貌。

今年以来，省总工会广泛开展
“中国梦·劳动美——喜迎党的十九
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精心组织了

“中国梦·劳动美·工会情”万场演出
下基层活动，以职工的创作表演，展
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③7

□本报记者 谭勇

“文章磅礴大气，内容深入浅出，
读起来让人很有‘代入感’！”谈及河
南日报 9月 11日刊发的系列述评之
五《风卷红旗过大关》，河南能源化工
集团永煤公司新闻中心员工孙宏伟
感觉受益匪浅。

“特别是读到文中引用省委书
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
长谢伏瞻指出的‘河南是发展中的
大省，许多改革在河南如果能够改
得动、见成效，在某些领域探索出成

功的、具有推广示范意义的经验，不
仅能够破除自身发展的体制机制性
障碍，对全国改革大局也会起到很
好的推动作用’时，我和很多同事随
即联想到全省第一大国企——河南
能源化工集团所担当的使命和责
任。”

孙宏伟认为，目前的新一轮国
企改革已经进入实打实的“施工”阶
段。而这轮国企改革最重要的内容
就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需要通过对劳动力、土地、资
本、创新这四个供给侧改革要素的

准确理解和把握，激发企业内外部
各要素的动力活力，不断提升发展
质量。

“改革期待大担当，改革呼唤行
动派。”孙宏伟说，“时代总是在解答
一个个难题中不断前行。解决的办
法依然是深化改革，转型发展。”作
为全省最大国企，广大河南能源人
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当好全面深化
改革的排头兵，走出一条既符合发
展趋势，又具有产业特点，结构更
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改革发展
之路。③7

转型发展正当时

河南省职工喜迎党的十九大
文艺汇演举行
赵素萍等观看演出

这组述评立意很高远，
文字有美感，虽然都是

鸿 篇 巨 著 ，但 读 起 来 一 气 呵
成 。 从 这 些 文 章 里 ，我 们 能
感受到河南这几年令人欣喜
的 巨 变 。 作 为 一 个 河 南人，
我骄傲！”
——河南日报客户端网友“福娃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