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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 19日，群团改
革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开。会议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中央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
省委书记谢伏瞻关于我省群团改革工作的批示
精神，推动群团改革任务落地见效。省委副书记
王炯主持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
保存、副省长徐光、省政协副主席史济春出席会
议。

谢伏瞻在批示中指出，近年来，我省坚
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群团改革，
取得了积极成效。希望全省上下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改革工作重要指
示精神和中央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切
实把党中央对群团工作和群团改革的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要把准改革方向，始终坚持党对群
团工作的领导，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
群众性，去除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推进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与时俱进。要夯实基
层基础，落实党建带群建制度，推进基层群团组
织资源共建共享，建立群团工作社会化动员机
制，大力推进网上群团建设，扩大工作覆盖面和
影响力。要凝聚各方合力，各级党委要负起组
织推进群团改革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各群
团组织要更好发挥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
梁纽带作用，党政各部门要积极主动支持群团
改革，努力开创党的群团工作的新局面。

王炯对我省群团改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强
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中央群团改革工作座谈会精神，贯彻落实谢伏瞻
书记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群团改革工作。
一要把握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服从服务大局，坚持服务
群众的工作生命线，更好团结引领广大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二要坚持问题导向，不断扩大群团组
织和群团工作的覆盖面，夯实群团组织基层基
础，继续深化机构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增强群团
组织的动员力、号召力和影响力。三要创新方法
举措，大力推进网上群团建设，创新群团活动载体
方式，拓展群团组织工作领域，进一步提高群团工
作的水平和实效。四要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
切实担负起组织推进群团改革的政治责任和领导
责任，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保障，加强督促协
调、跟踪问效，推动我省群团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会上，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科协、省
侨联，安阳市总工会、信阳市团委、郑州市妇联、邓
州市科协、南乐县委，省委组织部、省编办、省财政
厅、省人社厅负责同志先后作了交流发言。③6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9月 21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在郑州调研信访维稳和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工作时强调，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信访维稳的
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坚持从党和国家
的发展大局看问题、想问题，把人民群
众的小事当成党和政府的大事，把安
全稳定的政治责任扛稳抓牢，强化力
量、突出重点，夯实基础、抓好基层，为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

谢伏瞻首先来到省信访局，走进
省委书记电子信箱办理、人民群众来
信集中办理、手机短信信访办理等处
室，详细了解来信登记办理、落实情
况，并当场让工作人员以群众名义给
一位区信访局长发出反映问题的短

信，检查能否及时接访回应。了解到
省信访局采取网上信访、手机 APP、
电话信访、手机短信信访等举措，及
时畅通渠道、回应诉求，谢伏瞻十分
欣慰并给予肯定，叮嘱要积极畅通群
众反映利益诉求问题的信访渠道，做
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要把市
县两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的电子信
箱信访机制完善起来，总结规律、分
类处置、加强督查，尽量把问题解决
在基层，让群众少跑路，引导群众依
法解决问题。

在来访接谈室，谢伏瞻接访了来
自博爱县、确山县的三名信访群众，认
真倾听他们所反映的情况，对处理结
果是否满意、还有哪些后续问题，一一
询问、细致解答。谢伏瞻说，你们遇到
问题要按政策、按程序自下而上合理

反映诉求，同时要注意用法律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各级党委、政府会把你
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对待，一定要
相信党和政府会帮助你们解决问题。

谢伏瞻对省信访局负责同志说，信
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
梁，是了解老百姓疾苦和呼声的重要渠
道。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牢牢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信访工作理念，把
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党和政府的大事来
抓，充分利用好信访渠道，发挥好信访
队伍的作用，从一点一滴做起、从基层
做起、从每个人做起，层层压实责任，认
真落实接访制度。要以更高的要求、更
严的作风、更扎实的工作，做好当前的
信访维稳工作，继续保持稳定态势，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综治中

心，谢伏瞻深入了解基层矛盾预防化
解、社会治安防控情况。他说，基层工
作做好了，社会管理工作就会事半功
倍，要大抓基层，夯实基础，发现问题及
时解决、及时处置。在郑州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谢伏瞻听取了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和安保工作汇报；在郑州火车
站站前广场，看望一线执勤的公安、武
警等工作人员，检查应急机动情况；走
进火车站检票大厅和指挥调度中心，察
看安检、了解安保工作情况。谢伏瞻强
调，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为党的十九大
创造良好社会环境是当前最大的政
治。全省公安维稳综治信访等各级各
单位承担的任务十分繁重，要从讲政治
的高度，以中央提出的确保“三个不发
生”为目标，按照省委提出的“一个主
题、四个确保”要求，（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月 20日
至21日，省政协主席叶冬松到联系点
桐柏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关于扶贫脱贫的新部署新要求，扶持
产业、引进企业、抢占市场、带动就
业，扎实做好产业扶贫各项工作。

在桐柏恒阳牛业食品加工、柳江
牧业优质蛋鸡项目建设现场，叶冬松

详细询问建设模式、项目进度和扶贫
效益情况，对这种因地制宜引进大项
目、好项目的做法表示称赞。叶冬松
查看了毛集镇新庄村基础设施建设情
况，鼓励村党支部负责人在脱贫致富
中当好带头人。叶冬松还到毛集镇艾
叶加工精准扶贫就业基地、黄桃种植
基地，就加快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产品
附加值、扩大产品销路进行调研指导。

调研座谈会上，桐柏县负责同志

介绍了工作进展情况。参加调研的
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交
通厅、省水利厅、省扶贫办负责同志
一一发言。叶冬松在讲话中对桐柏
县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给予肯
定。他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精神，深
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扶贫脱
贫的新要求，主动作为、创新作为，持
续推进产业扶贫工作。（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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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致富 电力铺路

升级农网
“电”亮中原

□本报记者 归欣 宋敏
本报通讯员 张静

9月 20日，金秋的暖阳洒在小秦
岭上。

卢氏县五里川镇南峪沟村北部的
一片坡地上，整齐排列的30余组太阳能
光伏板亮人眼目。该项目并网发电后，
每年能带动10余户贫困群众每户增收
3000元左右。驻村工作队队长、卢氏县
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聂全红说：“光伏

‘兜底’，全村如期脱贫更保险了！”
用光伏发电，让太阳变现。把困难

群众司空见惯的阳光，变成他们身边实
实在在的收益，这是国网河南省电力公
司倾力服务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全省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该公
司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国家电网公司
安排部署，将扶贫开发作为农网改造
的重中之重。两年来，河南电力人克
难攻坚、精准发力，抓铁有痕、踏石留
印，确保电力服务全覆盖，点亮了数百
万贫困群众的脱贫路。

光伏板，驱散贫困阴霾

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怎么办？
这个难题困扰着不少驻村第一书记，
2015年被派驻到滑县王庄镇大柳树村
的李耀宇也不例外。

经过对国家扶贫政策的了解，他
发现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很靠谱：投
资较小，收益稳定，而且几乎不用劳
力。在当地政府和供电公司的大力支
持下，2016年 4月，投资 50万元的光
伏扶贫项目落地，大柳树村成了全省
第一个“吃螃蟹”的村，贫困群众当年
就见到收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大柳树
村到滑县，从滑县到全省，一年多来，

省电力公司因地制宜，精准发力，让光
伏扶贫项目迅速在全省开花结果。一
块块光伏板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矗立
在中原大地上，吸纳着太阳的光辉，驱
散着贫困的阴霾。

在项城，有“农光互补”。光伏板
安装在大棚上，上可光伏发电，下可种
植蔬菜，一块土地，两种收益。

在新安，有“花光互补”。头顶太
阳板闪闪发亮，身旁牡丹花摇曳生姿，
既能增收，又添风景。

在宜阳，有“风光互补”。在风力
发电站的“空隙”里，布下光伏板，风电
和光电联袂，演绎绿色能源新故事。

…………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为了做好

这件民生实事，省电力公司做了大量

工作。一是主动介入，加强与省能源
局、扶贫办联系，逐一梳理已编制的光
伏扶贫实施方案，主动协助政府部门
和客户开展现场勘查，引导村级光伏
扶贫项目合理布点。二是特事特办，
将村级光伏扶贫项目权限全部下放到
县公司，主动帮助客户办理各项手续，
加快并网验收与调试等工作，满足项
目建设需求。三是分类施策，对于已
取得当地政府批准文件（备案）的项
目，原则上纳入业务受理范围；对于不
具备正式受理条件的，及时履行一次
性告知义务，列出需补充的资料清单；
对已受理但配套电网工程建设不具备
同步完工条件的项目，向业主单位、当
地能源部门讲清原因，争取理解支持。

截至目前，河南省已完成30个县

光伏扶贫实施方案的编制上报，项目
容量共计508.92万千瓦。全省已并网
光 伏 扶 贫 项 目 6853 个 ，共 计 容 量
60.481万千瓦，惠及贫困群众近66.65
万人。其中，已并网地面项目 5277
个，容量18.012万千瓦；已并网屋顶项
目1576个，容量42.469万千瓦。

动力电，撑起致富梦想

临近正午，洛宁县兴化镇新庄村，
贫困户马小丽结束一上午的忙碌，准
备回家。如今，通过在村里的食用菌
生产公司干活，她每月能挣 1500元，
脱贫在望。村里跟她一样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增收的贫困户，还有30多户。

“以前的光景可没这么好。”村支

书兼公司负责人高胜利说，去年村里
利用扶贫资金发展食用菌，但设备上
了，电力却不足，中央空调带不起来，
菌种死了好几茬。“今年好了，供电公
司给我们通了动力电，产量稳定了，品
质也提高了，北京、上海的客商天天打
电话催货！”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乡挂沟村，
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村民们想利用山
区风景好的特点开农家乐，但是由于
电力不足，一到用电高峰，做饭都成问
题，更别提揽客了。去年9月，鹤壁供
电公司给该村安装了一台200千伏安
的变压器，动力电送到了，农家乐开起
来了，许多村民迈上致富快车道。村
民李春生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家的生
意一天好似一天！”

（下转第十二版）

“中国辉煌是实打实干出来的”
——电视纪录片《辉煌中国》播出前两集引热议

郑大河大入选
“双一流”

08│时事

03│要闻

9月 21日，教育部公布世
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
“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名单，我省郑州大学、河南大
学榜上有名——郑大进入一流
大学建设高校行列，河大进入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行列。这是
继“985工程”“211工程”之
后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又一国
家战略，郑大、河大喜迎历史发
展新机遇。

本报讯（记者 屈芳）四季度即将
来临，完成全年环境治理任务到了“冲
刺阶段”。9月21日，省长陈润儿到郑
州、新乡就环境治理进行专题督查，他
强调，要紧盯目标、抓住重点、主动作
为，持续推进环境污染治理，改善人民
群众生活环境。

陈润儿此行督查的一个重要内容
是“治水”。身为河南省总河长和黄河
省级河长，他先后巡查了黄河、贾鲁
河、卫河，要求以落实河长制为牵引，
抓好水体污染治理。

陈润儿首先来到黄河花园口察
看。他详细询问断面水质情况，听说
氨氮、COD、总磷等主要污染物浓度均

实现了达标，陈润儿表示欣慰。
他又逐一细问该河段负责人：“河

长公示牌竖起来了吗？”“相关管理制度
落实了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说，
建立河长制不能竖个牌子就万事大吉，
要做到明责、摸底、治理、建制“四步走”，
切实做好管水、治水、兴水，将这一“事关
中央决策落地、事关环境治理建设、事
关人民群众福祉”的制度抓实抓好。

陈润儿随后到贾鲁河整治工程现
场实地督查，这里施工正在加紧推
进。陈润儿表示，贾鲁河是郑州市的
母亲河，一定要下决心治理到位，实现
河道整治、两岸绿化、污水处理、水源
提引“四管齐下”，还老百姓一个美好

的绿色生活家园，切实提升他们的幸
福感、获得感。

水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
推进黑臭水体整治。在新乡市卫河下
游市区段黑臭水体整治点，环保部门
有关负责人向省长介绍：“以前，这里
的河流两岸溢流口每天都有 5至 8吨
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进入卫河。”
听说通过实施截污纳污和分级导流工
程，目前已基本不再溢流污水，看到橡
胶坝上不时还有鱼儿跃出水面，陈润儿
点头认可。他说，卫河水污染治理的历
史欠账多，要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改善
卫河水质，造福两岸人民。

他强调，水污染治理要做到点线面

结合，推进地上地下、堤内堤外、左岸右
岸、支流干流流域治理。郑州、新乡都
紧临黄河，要将黄河生态带建设和水体
治理、污水处理结合起来、统筹考量，做
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双赢。

陈润儿还先后来到郑州市马头岗
污水处理厂、新乡市经开区污水处理
厂扩建工程察看，要求做好技术转化、
产品创新，在不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的同时，发展好环保产业。

工业减排是污染治理的重要渠
道。21日下午，陈润儿专程来到位于
新乡的河南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实地
督查环保设施运行，到废水排放口察
看水质情况。（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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