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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世君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内蒙古高原

与河北北部山地的交接处，几代塞罕

坝林场人建设了百万亩人工林海，创

造了“沙地变绿洲、荒原成林海”的人

间奇迹，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几乎在相近

的时间内，距离塞罕坝近一千公里的

黄河故道上游，三代民权林场人在茫

无边际的沙荒上，68年间培育了 6.9万

亩的平原林海，筑起了一段名列亚洲

十大平原人工防护林的“绿色长城”，

演绎了同样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详
见本报1月9日报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建设生

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一如已届鲐背之年的民权林场职

工潘敬修那句质朴而有力的话——

“植树造林，说到天边都是正道！”党

的十九大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

化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河北塞罕

坝林场建设者的事迹感人至深，是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一 个 生 动 范

例。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民权林场在千里黄河故道上构筑

的这道绿色长城，与河北塞罕坝林场

的万顷碧绿遥相呼应，都是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真实写照，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

样本。它们都用沧海桑田的华丽蝶变

给人以深刻启迪：推进绿色发展、建设

生态文明，一方面要通过铁腕治污、节

能减排等做“减法”，另一方面，也需要

通过植树造林、生态修复、产业升级等

做“加法”，从而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

生活方式，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从“风吹黄土遮天蔽日，盐碱遍地

寸草不生”到“风舞槐花落御沟，终南

山色入城秋”，从“大风起、飞沙舞，一

年四季都喝土”到“林映水中鱼游树，

云落水底鸟穿波”，民权林场的改天换

地，横亘着几多岁月沧桑，绵延着多少

精神伟力，也凝结着无法计量的汗水

辛劳。从最初的一亩苗到今天的万丛

林，民权林场已经成为中原大地一个

不朽的绿色传奇。

这是牢记使命、忠诚履职的职业

操守，“防风治沙是我的职责”“死了也

要守望林区”。这是艰苦奋斗、甘于奉

献的精神品质，饿了啃一口干馍，累了

支个帐篷和衣而睡。这是勇于探索、

不断实践的创新意识，总结出“高栽杨

槐低栽柳”的栽种方法、“坑挖深、土埋

实、树行与风向垂直”的种植技术，杨

树、刺槐良种选育始终领先全国。民

权林场人，绿色发展的接力棒代代相

传，接续奋斗的本色永不改变，才使风

沙肆虐的贫瘠之地荡起万亩林涛，升

腾起绿色的希望，诞生出绿色的奇

迹。河南的“塞罕坝”，是“拼”出来的、

“干”出来的，也是“传”下来的。这种

精神，与在黄河故道绵延的那片林海

一样，穿越岁月的风烟，深深扎根于这

片土地。

当前，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到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再到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到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再

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面临的

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而又繁重。

只要我们将“塞罕坝”精神和民权林

场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以钉钉子的

精神不懈奋斗，久久为功，就一定能

谱写新时代河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篇章。1

读懂河南“塞罕坝”的传奇密码
今日 社评

□本报记者 卢松

1月 8日晚7时许，淇县桥盟街道
办事处桥盟村的党员活动室灯火通
明，村党支部书记卢虎林带着三名村
两委成员，忙着梳理 13 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脱贫情况，谋划新一年的帮
扶计划。“各村都较着劲儿呢，工作如
果不抓紧点儿，就会被赶超。”卢虎林
说。

去年 12月 26 日，桥盟街道办事
处举办了第四季度“逐村观摩、整乡
推进”活动，办事处 12个行政村的党
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参加。每到
一个村，村党支部书记面对参会人员
和群众，脱稿汇报全村 2017 年发展
情况和2018年打算。

经过评比、投票，桥盟村和其他

两个村被评为一类村，各获得 2万元
奖励。同时，评出 3个综合排名靠后
的村，村党支部书记分别在办事处、村
（社区）两级干部大会上作表态发言。
“通过‘晒成绩单’‘亮本事’‘比能力’，
各村都能认识到不足，学到先进经验，
不断提升党建水平，带动各项工作。”
桥盟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李文山
说。

“逐村观摩、整乡推进”既是一次
工作述职会、经验交流会，更是一次问
题分析会、工作推进会。“针对观摩中
各村存在的问题，乡里会分别下达整
改任务通知书，督促各村及时整改。”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党委书记马云
说。

在鹿楼乡去年第四季度的“逐村
观摩”中，鹿楼乡南窑社区创新党员
个人信息档案、网格化管理办法在全
乡出了彩，引得几个邻村的负责人前
来学习借鉴。但同时，南窑社区在为
民服务方面不够积极主动、缺少服务
场所等问题，也被一一点了出来。

“根据乡里下发的整改任务通知
书，我们列出了问题台账，细化了整
改措施。”南窑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居
委会主任李二秋表示，“我们正积极
协调，找地方建设便民服务中心，以

便更好地服务群众。”
在总结“逐村观摩”经验的基础

上，山城区创新建立了“党建派遣单”
制度，定期向全区基层党组织下发党
建工作任务并跟踪督办，确保党建工
作落地生根，取得实效。同时，在全
区推广基层党支部“承诺办实事”制
度，做好道路建设、路灯照明和天然
气安装等民生实事，群众纷纷点赞。

鹤壁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该市 885个村（社区）全部参
与了党建观摩，“通过观摩，先进党支
部亮点显出来，增强了示范带动作
用；一般党支部对标增压，提升了整
体水平；后进党支部知差距，责任倒
逼促进了整改，真正激活了农村党建
的一池春水，激发了农村干部干事创
业的活力。”③3

观摩评比激活农村党建一池春水
抓基层党建 强战斗堡垒 ②

□本报记者 孙静

企业在河南自贸试验区开封片区
办税有多方便？只需跑一趟，花半个
小时，就能与税务、银行签订三方代扣
税款协议，实现网上一键缴税。

1月9日，北方得印办公用品有限
公司的会计方旭，通过登录自贸试验
区开封片区网上办事大厅，下载了一
份盖有国税部门公章的“三方委托扣
款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填
写公司信息后打印盖章，前后不到 5

分钟。拿着这份协议，方旭来到附近
的开户银行，经银行当场审核盖章后，
方旭用手机再次登录网上办事大厅，
拍照上传了已盖上三方公章的协议。
开封片区税务人员在网上即时收到了
方旭上传的“三方协议”，审核、登记、
反馈，方旭很快收到税务提示信息，告
诉他事项办理完毕。

“就跑了一趟银行，整个办事流程
加一起还不到半小时，太方便了。”方
旭感叹道。

根据规定，企业网上缴税必须与

税务部门及开户银行签订“三方协
议”，而“三方协议”的签订过程并不简
单。“需要先到税务窗口领取盖有税务
部门公章的纸质版‘三方协议’，回公
司填写、盖公章，然后去银行盖章，最
后还要再跑一次税务窗口提交。一般
都需要两天时间、跑四趟才能集齐三
个公章，如果税务窗口再排队，就更费
时间了。”方旭说。

如何为入驻企业切实减轻负担，
让办税流程更便利？自贸试验区开封
片区牵头，联动国税与银行，依托片区

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再造办
税流程，推出“三方委托扣款协议”签
订新模式，用信息流转代替企业跑腿，
让国税部门对企业代扣款协议的审核
变成了“不见面审批”。

“我们开了征求意见会，发了正式
通知，目前全市的商业银行均已认可
打印版的‘三方协议’，这就是说，无论
在哪个银行开户，所有入驻自贸试验
区开封片区的企业都能享受到这项便
利了。”开封片区行政审批局业务主管
任丽娟介绍。③4

河南自贸试验区再造企业办税流程

“不见面”审批 半小时速成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1月 8日，航拍下的郑州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在蓝天和白雪的
映衬下熠熠生辉。

2017 年 2月 17 日，河南省政府批复龙子湖智慧岛建设总体方
案。作为河南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先导区和核心区，龙子湖智慧
岛已引进云帆电子科技公司、华为郑州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中原众
包大数据公司等200多家大数据企业，入驻基金规模近万亿元。⑨3

▲郑东新区龙子湖智慧岛
◀华为郑州软件开发云创新中心工程人员在进行技术攻关

美丽龙子湖
郑东智慧岛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 9日，
省工商联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在郑
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
主席梁静出席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会议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贯彻省委十届四次、五
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工商联
十二大精神，听取和审议执委会工
作报告，表彰了2017年度全省工商
联系统优秀调研成果及工作综合考
评先进单位。

会议强调，新时代工商联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为主题，以贯彻落实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工商联十二
大、省工商联十二大精神为主线，
以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重
点，坚持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
兴会、改革强会，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参政议政，扎实开展服务，加
强自身建设，弘扬企业家精神，广
泛凝聚力量，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新时代河南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作出积
极贡献。③4

本报讯（记者 樊霞）自从全面
进入“网购”时代，政府采购更加阳
光、快捷、方便。1月9日，省财政厅
有关负责人表示，2017年全省政府
采购网上商城交易金额为5.1亿元，
节支率达 16.8%，我省政府采购网
上商城改革效果初显。

2017年 1月 1日我省取消省直
单位协议供货方式，在省直全面实
施网上商城采购。随后，在郑州、焦
作、鹤壁、巩义等市、县开展试点，推
行政府采购网上商城。

河南政府采购网上商城系统于
2016年上线试运行，为采购单位提
供计算机、打印机、空调、办公家具
等90多个品种的商品，凡商品金额
在50万元以下的日常零星采购，采
购人可直接在网上商城购买。

按规定，网上商城通过公开征
集的方式引入电商，所有产品均为
电商自营，产品价格不得高于电商
官网价格，采购单位比价后原则上
选择最低价位的同类产品。同时，
网上商城实行留痕式采购，保证商
品具有可溯性，采购过程公开透

明。从运行结果看，网上采购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了原来协议供货模式
下价格虚高的问题。

数据显示，我省在推行政府采
购网上商城一年时间里，鼓励采购
类商品增长较快。网上商城采购范
围除计算机、打印机、空调等必须纳
入平台采购的商品外，也包括办公
文具、办公耗材等鼓励平台采购的
商品。从运行情况发现，鼓励采购
类的办公用品占网上商城采购的
12.5%。

“渠道便捷、价格合理、服务及
时成为吸引采购单位自愿在网上商
城采购的主要原因。”省财政厅有关
负责人说。

推行网上商城以来，省财政厅
采取公开征集的方式，先后引入13
家电商参与网上商城交易，其中省
内电商5家。从目前网上商城交易
额看，前三名全部是河南本地电商，
本地化服务优势成为竞争的重点。
在价格竞争透明的前提下，服务到
位、响应及时成为获得更多订单的
重要因素。③4

我省政府采购“网购”效果初显
去年节支率达16.8%

省工商联十二届二次执委会议举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1月 9日，
全省交通运输工作座谈会在郑州召
开，副省长徐光出席会议并讲话。

徐光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全省
交通系统要围绕支撑现代化经济体
系、提升全国交通枢纽地位，全力推
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着力构建我
省现代综合交通框架体系。同时，
大力推进交通运输服务提质增效，
推动多式联运模式创新，努力为全
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河南方案”。

据了解，2018 年，我省将统筹
推进全省综合交通网络和枢纽设施

建设，全年拟完成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 880亿元左右。其中，民航
项目方面，全面启动郑州机场三期
工程，加快安阳豫东北机场建设；铁
路项目方面，基本完成郑万、郑阜高
铁铺轨工程，郑济、太焦铁路全力推
进施工，加快郑州南站、商合杭高铁
和蒙华、三洋铁路等项目建设；开工
建设高速公路1000公里，年底全省
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 6600公
里，切实抓好“四好农村路”建设，提
升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
水平。③7

我省全力推进重点交通项目建设

今年启动郑州机场三期工程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 通讯员
张宴铭）1月 9日，记者从省农机局
获悉，农业部、国家安监总局近日公
布 2017年度全国“平安农机”示范
市、县名单，我省周口市入选全国第
一批“平安农机”示范市，濮阳市华
龙区、鄢陵县、卢氏县等8个县、区被
评为全国“平安农机”示范县。

自 2006年以来，我省按照农业
部、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开展创建“平安
农机”、促进新农村建设活动的精神，
掀起创建“平安农机”热潮。经过多年
不断努力，截至目前，我省共创建国家
级“平安农机”示范市1个、示范县43
个；省级示范市1个，示范县41个。

“通过‘平安农机’创建活动，安
全生产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省农机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示范市、县
已逐步构建起农机安全生产的源头
管理、执法监控、宣传教育“三大防
线”，部分县初步实现了农机安全生
产的全程监管，并以点带面推进了
安全监管向深层次延伸。

开展“平安农机”创建，我省既
重监管又重服务。各地以“平安农
机”创建活动为抓手，不断完善各项
便民措施，为广大农机手提供贴心
服务，落实购置补贴、免费监理、燃
油补贴等优惠政策，给群众送去实
实在在的惠民“礼包”。③7

我省创建一批
国家级“平安农机”示范市县

1月9日，潢川县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走进特殊学校，为孩子们送来空调、
御寒衣物和爱心包裹等物品，孩子们用手语向他们表达感谢。⑨3 蔡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