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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通讯员 李
海燕）“市监委班子人选已经市委常委
会研究确定，省纪委已组织进行了考
察……”12月20日晚9点，驻马店市深
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第三次
会议通报全市监察体制改革工作进展
情况。这标志着驻马店市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大头落地”。

中央、省委部署深化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工作以来，驻马店市委认真履
行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驻
马店市委对该市纪委监委人事安排、

转隶工作方案等重大问题作出要求：
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所有问题要在12
月26日前解决到位。

吃透中央精神，结合当地实际，驻马
店市明确了监察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和

“线路图”。11月27日，《驻马店市深化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顺利通过省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审
核。12月8日，《驻马店市纪委监委机关
内设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经市编
委会研究通过。12月11日，《驻马店市
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涉改部门机构职能编

制人员转隶工作方案》正式印发。
“坚决支持改革工作、坚决服从组

织安排，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快速
融入，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更加辉煌的业
绩。”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
三处副处长王学斌信心满满。改革关
键环节在转隶，驻马店市按照“四清五
必”原则，对市检察院42名拟转隶人员
的档案、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情况
等逐一进行了审核把关，确保转隶人员
政治上过得硬、廉洁上无瑕疵。

11月 17日以来，驻马店市深化监

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办公室人员加
班加点是常态。该办公室下设综合协调
组等5个工作组，从派驻纪检组抽调的5
名同志分别负责5个工作组的日常工
作。该办公室建立市县工作日报告、周
报告制度，确保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建
立台账管理制度，明确工作任务、时间节
点、工作步骤和责任人；建立责任追究制
度，对工作不力、把关不严、影响和干扰
改革的单位和人员严厉追责问责。

截至目前，驻马店市市本级改革
试点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已全部解
决；县区改革试点的集中办公场所落
实、监委班子人选考察、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批复、内设机构负责人选配等
各项工作正顺利推进。③5

□本报记者 栾姗

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
的提升，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使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地把打好“四
张牌”作为谋划推动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的根本遵循和事关全局的重大任务，坚
持“三个同步”“三个高于”的总体目标，
经济运行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

今年以来，河南经济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态势得以
延续，一二三季度GDP增速均稳定在
8.0%及以上，正在由“量”转向“质”的
新阶段，努力为中国经济的整体稳定
提供动力源。

“稳”的格局——
河南经济稳定运行韧性强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万基控

股集团是全球最大高石墨质阴极炭块
的诞生地。面对市场供求发生变化，
企业果断减少铝制品冶炼石墨化阴极
产量，加大非铝高附加值石墨制品研
发力度，流水线产量降低了一半、产值
却提高了3倍。“宁可少一点，也要好一
点。”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跃民说。

今年前10个月，万基控股集团实
现工业总产值 203.50亿元，同比增长
38.03%；实现营业收入 267.51 亿元，
同比增长 44.99%；盈利 3.89 亿元，同
比增长249%……成绩耀眼。

微观个体运行的“因”，最终汇聚
成全省经济总体平稳的“果”。

“稳”体现在主要经济指标上。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党的十八大

以来，河南经济与全国经济增长保持
一致。今年以来，从一季度GDP增长
8.0%，到上半年增长 8.2%，再到前三
季度增长8.1%，我省GDP累计增速持
续保持在 8.0%~8.2%的合理区间，完
成全年经济增长指标几无悬念。前三

季度我省生产总值增速居全国第7位，
同比前进 2个位次，在 GDP超 3万亿
元的经济大省中增速保持首位，取得
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工业稳则经
济稳，工业强则经济强。11月份我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狠抓生产取得积极成
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9.2%，前 11个月累计增长 8.1%，充分
发挥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
全年经济增长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财税收入好于预期。经济决定财
税，财税收入规模的大小，归根结底受
经济的制约。透过政府的“钱袋子”看
经济，我省前11个月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11.1%，同比提高1.1个百分点；
其中税收收入增长 14.3%，同比提高
4.0个百分点，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
重近七成，经济向好态势更加明显。

“稳”体现在老百姓的获得感上。
稳在就业——实体经济暖意浓

浓，为就业创造条件；创新创业热潮持

续，为就业拓宽渠道。前11个月，我省
城镇新增就业 132.43万人，超额完成
110万人的年度目标任务。

稳在收入——“好饭碗”越端越
牢，获得感越来越强。前三季度我省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369.10元，增
长 9.0%，增速同比提高1.3个百分点，
比 8.1%的 GDP增速高 0.9 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增速。

稳在物价——老百姓“钱袋子”稳定
增长且有质量，带来稳稳的幸福。前11
个月，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3%，“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价格均
保持温和上涨，涨幅稳定。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
的经济形势，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社会稳定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河南经济回旋余地大，延续了十八大
以来的好势头，GDP等主要经济指标
保持稳定增长，发展的韧性增强。”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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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驻马店 监察体制改革步稳蹄疾

12 月 24日，我国首款大型灭
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在广东珠海成功首飞。作
为 三 个 国 产“ 大 飞 机 ”之 一 的
AG600，2009 年 6月经国家正式
批复立项，2016年 7月总装下线，
12 月 7 日获得首飞特许飞行证。
AG600飞机首飞标志着型号研制
从试制转入试验试飞阶段，飞机的
研制试飞和型号合格审定试飞将逐
步开展。 新华社发

“鲲龙”舞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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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海涛
本报通讯员 郭安强

放眼寰宇，回溯历史，实现移民的
稳定发展都是一个难题。我省是全国
第五大移民省份，助力移民稳定发展，
中原重任在肩。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我省始终
把移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各级各部门勠力同心、创新探
索、聚焦短板、精准发力，广大移民群
众和谐稳定、发展致富，正和全省人民
一道迈向全面小康的美好明天。

坚持高标定位
——把移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

人类自古逐水而居，水是生命之

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省是水资
源严重短缺地区，水库对经济社会发
展意义重大。全省现有大中型水库
149座，小型水库2500多座，像一颗颗
明珠星罗棋布于广袤中原。

建水库，就会有水库移民。12月
下旬，记者从省移民办获悉，目前全省
水库移民 204万人，其中大中型水库
移民168万人，小型水库移民36万人，
分布在全省各个县（市）区。

因为修建陆浑水库，嵩县库区乡
桥北村搬离原址，成为濒临陆浑水库
的后靠移民村。

水库淹没了良田，桥北村变得人
多地少，当地人均耕地面积0.94亩，但
移民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0.13亩，贫困
村的帽子也一戴多年。

和桥北村相比，一些远徙他乡的移

民面临着更大难题。我省的淅川县南
水北调移民，最远的搬迁到新乡。兰考
县自身没有大中型水库，但接纳了山
东、陕西、云南等多个省份的移民。

为了支援国家水利工程建设，水
库移民告别故土，遭遇了资源的再分
配过程。很多移民村地处水库周边的
丘陵山地，耕地紧张、资源贫乏、交通
闭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有形的环境资源改变了，无形的
社会资源也变了。此外，搬迁导致移
民群众思想动荡，移民村往往矛盾交
织，在陌生的新环境里面临着堕入“贫
困陷阱”的危险。目前，全省水库移民
中尚有4.1万贫困人口。

因为国家水利工程建设，移民群
众的人生轨迹发生改变，这是断裂与
重生的艰难过程，贫困和他们如影随

形，亟须外力帮扶。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

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
产党的重要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全党同志要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移民搬迁工
作好似一把标尺，时刻检验着移民干
部的为民情怀和宗旨意识。

“移民群众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
工程作出了重大牺牲，是全面小康征
途上受到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影响最
大的人群之一。必须全力以赴、克难
攻坚，让移民群众实现搬得出、稳得
住、能发展、快致富的目标。”省水利厅
副厅长、省移民办主任吕国范表示。

今年，两项新活动正在全省移民
系统扎实开展。

为适应新形势，解决个别干部创

新能力欠缺、奉献意识不强、工作力度
不够等问题，增强移民干部队伍执行
力、战斗力、凝聚力，省移民办开展了

“四比四化五提升”活动，即移民干部
要比学习、比奉献、比创新、比绩效，移
民工作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超前
化、精准化，全办上下要提升责任担当
意识、提升创先争优意识、提升务实重
干意识、提升统筹协调意识、提升遵纪
守规意识。

十九大召开后，在河南省第一移民
人口大县、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唯一移民
迁出县、移民搬迁出发地淅川县，以“追
循移民迁移步伐、牢记移民工作初心、
践行十九大精神”为主题，举行了全省
移民系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暨联学
联做活动，进一步增强移民干部贯彻十
九大精神、服务移民的主动性。

这是我省高度重视移民工作的一
个缩影，也是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有效举措。

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
库移民后期帮扶工作，出台一系列举
措，创新帮扶模式，坚持实施社会化帮
扶，移民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
完善,移民收入水平逐年提高,库区和
移民安置区社会总体稳定。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我省深入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紧扣移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重点解决
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移民群众，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出山店、前坪两座水库的移民工
作就是极好例证。

（下转第三版）

全面小康征程上的河南移民实践

转转作风作风 看看新风新风

□本报记者 卢松

“洛阳市投入资金850万元改善安全设施，许
昌市聘请第三方机构对未发证养老机构进行消防
评估，信阳市拿出300个政府购买服务岗位解决
基层民政力量薄弱问题……”最近，每隔一段时
间，省民政厅“大走访大调研”微信群里，都会上传
来自全省各地民政服务机构提升整改的情况。这
是今年省民政厅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
研，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做好服务的体现。

今年以来，省民政厅主动转变作风、纠正“四
风”，通过开展专项活动、党风廉政教育、对厅直属
单位巡察等方式，促进全厅工作作风实现良好转
变，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困难群众有了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开展基层民政服务机构“大走访大调研”活
动，让全省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更加
务实为民，工作更接地气、更有准头。今年 4月
起，省民政厅从全厅抽调173名人员，组成18个
调研组，分别由厅领导带队，会同各地消防、安监
部门人员，历时2个月，对全省敬老院、社会福利
院、光荣院、救助管理站、养老机构及双拥优抚服
务站，逐一走访调研、排查问题；深入困难群众家
中走访，调查民政扶持政策落实情况，了解群众的
迫切需求，解决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

“此次‘大走访大调研’活动实地走访基层民政
服务机构3341家，向3039家机构下达问题清单，反
馈问题12374条，截至11月底已整改完成10547
条，整改完成率85%。”12月23日，省民政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全省已投入12.8亿元用于基层民政
服务机构的综合提升，大大增强了兜底保障能力。”

在走访基层转作风的同时，省民政厅坚持纠
正“四风”不止步，营造为民爱民、干事创业的良好
环境。

坚持运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筑牢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组织开展向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国“孺子牛奖”获得
者许帅等先进典型的学习活动，（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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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查摆和纠正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本报今日起开设专

栏，集中报道我省各级党组织认真查

找“四风”突出问题，采取过硬措施、扎

扎实实整改的生动实践，力求推动全

省作风建设取得新实效，为广大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③5

07│河南新闻

我省今年宅基地复垦券
交易总收益131亿元

2017年河南经济形势分析
及2018年展望

09│理论

全力完成改革发展重点任务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