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2│要闻 2018年1月22日 星期一
组版编辑 刘晓阳

建议提案办妥啦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月 20日，
记者从省政协获悉，十一届省政协五年
间立案的3481件提案已经全部办复完
毕。

据统计，五年来，十一届省政协累
计收到提案4047件，经审查立案3481
件。其中，委员提案2807件，省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提案 641件，有关人民团
体和界别、小组提案11件，政协专门委
员会提案22件，已全部办结。

总体上看，这些提案内容丰富、建
议明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前瞻性、
可行性，体现了广大政协委员、政协参
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履职尽责的责任
感、使命感和参政建言水平。经过提
案承办单位的认真办理，提案的许多

意见和建议已体现到相关发展思路、
战略规划、政策措施和具体工作中，对
促进党委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推
动我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2017年，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
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坚持团结民主两大
主题，深入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围绕全省中心工作和涉及群众切身利
益的实际问题，认真调查研究，科学建
言献策，共提交提案 728件，经审查立
案 614件。经过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
力，办理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从反馈
意见看，提案者对办理工作满意度明显
提高。③5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本报通讯员 刘宏冰

1月 20日，迎着初升的太阳，罗
山县周党镇朱楼村茶农黄义超就扛
着锄头上了山。春节前，他要给茶园
再施一次肥。

49岁的黄义超，上有年过 80岁
的老母亲，下有年幼的儿子，妻子还
患有严重疾病，光医疗费就花了20多
万元，他家因此成了贫困户。

两年前，荣获“全国十佳农民”称
号的钱晓玲，通过她创办的灵山茶叶
有限公司，签约带动像黄义超一样的
贫困户近 600户靠茶脱贫。黄义超

参加了市里组织的免费茶树种植、炒
茶技术培训，灵山公司还送他到浙江
大学茶学系学习深造，把他培养成了
远近知名的炒茶能手。靠在灵山公
司打工，黄义超年收入超过6万元，去
年就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身为省政协委员的钱晓玲，多年
来倾心推动茶产业发展和老区贫困
群众脱贫致富。去年，她向省政协十
一届五次会议提交了《关于扶持茶产
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建议》，会
后，该项提案被移交到省农业厅会同
省扶贫办研究办理。

去年6月21日，省农业厅对钱晓
玲的提案给出了专题回复，有针对性

地研究出台了加强政策支持、聚集项
目扶持、加大龙头企业培育和提高生
产者技能等四项措施。按照《河南省
茶产业发展规划》，省农业厅会同多个
部门，实施了现代茶园标准园创建、建
立茶叶良种繁育基地等多个重大项
目，向信阳市下拨专项经费 1190万
元，对茶业龙头企业贷款给予补贴，又
下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经费 761 万

元，培训以茶农为主的专业技术人员
2600余人，极大地推动了信阳茶产业
发展，数万贫困茶农从中受益。

“公司帮扶的近600户贫困户，今
年年底可以实现全部脱贫。”1月 20
日，正准备赴郑州参加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的钱晓玲兴奋地说，“今年，
我还会针对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助
力乡村振兴继续提交提案。”③6

□本报记者 刘一宁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改革发展，
坚持履职为民、促进民生改善，坚持
团结联谊、凝聚智慧力量，坚持强基
固本、推动工作创新……五年来，省
政协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八大、十九大精神，积极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各项事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注重理论学习，提升政治站位

坚持共同理想信念和前进方向，
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之基、团结凝聚
之本。省政协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和
思想引领，确保政协工作始终坚持正
确政治方向。

通过省政协党组会议、常委会专
题学习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党的十
八大、十九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谋
划、指导、推动工作，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的领袖和核心地位，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
协工作的新要求，引导各党派团体和
各族各界人士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

聚焦中心工作，服务全省大局

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任
务，把助推打好“四张牌”、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为履职主线，积
极为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建言出力。

通过协商议政、视察调研、主办经
贸合作活动等，全力助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
型城镇化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
时，还组织住豫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
案，力推“三区一群”等上升为国家战略，
及时提出注重发挥国家战略叠加效应
等建议。

树立为民理念，增进民生福祉

省政协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努力为增进民
生福祉履职尽责。

把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责任，召开专题议政性常
委会议，连续开展6次调研协商活动，
组织赴基层进行视察，提出153条建
议；举办扶贫开发金融对接会，促成
签约金融支持项目88亿元；动员委员
落实各类项目资金、组织捐资捐物近
13亿元。

为推动解决民生问题，省政协就
教育体制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发展健康养老服务业等问题开展调
研协商，提出意见建议。

推进协商民主，加强民主监督

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着力完
善协商机制，科学选择协商议题，认真
组织协商活动，不断推进协商民主建
设。

五年来，围绕省委省政府重视、人
民群众关心、改革发展迫切需要解决、
政协有能力做深做透的重点问题，确
定52个议题，纳入协商计划；组织各
类协商议政活动162次，参与委员和
各界人士代表2630人次，报送专题议
政情况报告20期、协商专报81期。

同时，不断深化对民主监督工作
的认识，建立健全机制，创造条件，多
方参与，上下联动，紧扣精准脱贫、大
气和水污染防治开展专项监督活动，
围绕教育、食品安全、国企改革等开
展民主监督性协商活动，为相关政策
的贯彻落实发挥重要作用。

增进团结合作，凝聚智慧力量

为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爱国统一
战线组织作用，省政协广泛团结各党
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为中原更加

出彩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五年来，协商办理各民主党派省

委、省工商联提案 641件，邀请参加
视察调研 1300余人次，安排大会发
言86人次。组织港澳委员进行交流
座谈，关注在豫港澳台侨资企业经
营。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河洛文
化研讨会等活动，增进港澳台同胞、
海外侨胞对河南的情感认同。加强
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
留学人员的沟通，搭建议政平台和交
流渠道。

加强改革创新，增强履职实效

五年来，省政协坚持以改革创新
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履职形式更加活
跃、组织更加有序、成效更加明显。

制定视察考察工作条例及实施
细则，改进调研方式方法，开展视察
调研 241 次，形成报告 283 份；搭建

“提案+互联网”平台，提高提案办理
实效和影响，累计收到提案4047件，
审查立案3481件，已全部办结；向全
国政协报送社情民意信息490期。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如今，新一届省政协委员接过了“接
力棒”。他们满怀信心、勇担重任，不断
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更大贡献。③5

主席团常务主席：
刘 伟 史济春 张广智 李英杰 龚立群 梁 静（女） 张亚忠
高体健 靳克文 钱国玉 周春艳（女） 谢玉安 张震宇 刘炯天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
刘 伟

一、主席团成员：（18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马文章 马四海 马仰峡 马志成 马建军 马葆青
王 丽（女） 王 剑 王 惠（女） 王仁荣 王克俊 王尚卿
王树山 王海云（女） 王清义 王新生 王黎生（女）毛德富
石聚领 申金山 史济春 白振勇 冯玉梅（女）冯志刚
司毅铭 巩国顺 吕心阳 吕国范 吕明义 朱云卿
朱彤晖（女） 乔学达 刘 伟 刘五一 刘向东 刘应安
刘明亮 刘建发 刘荣阁（女） 刘炯天 刘海潮 米 闹
安石柱 孙 黎（女） 孙玉宁 孙新雷 苏添平
李 芳（女） 李 翔 李万顺 李小平 李文斌
李利英（女） 李英杰 李忠榜 李金枝（女） 李庚香 李柳身
李素云（女） 李莉荣（女） 李智民 李瑞霞（女） 李新有 李德才
李德民 杨 杰（女） 杨士海 杨正超 杨丽萍（女）杨京伟
杨雪琴（女） 杨冀州 肖宏滨 何 彧 何白鸥 何建中
库凤霞（女） 汪德峰 沈钊昌 宋松继 宋崇江 张 弓
张 玲（女） 张广智 张书芬（女） 张电子 张亚忠 张志刚
张利芳（女） 张春香（女） 张继敬 张淑杰（女） 张景林 张震宇
张巍巍 陆咏歌 阿 颖（女，维吾尔族） 陈 南 陈 淮
陈义生 陈志民 陈培元 邵 丽（女） 邵华磊（女）武卫东
苗 琛 苗拥军 苗树群（女，满族） 林大辉 罗伟民
岳爱云（女，回族） 周 建 周 勇 周春艳（女）周保林
周新萍（女） 郑高飞 房 鹏 赵万俊 赵立华（女）赵明皞
赵学庆 赵铁军 赵淑红（女） 郝 伟（女） 郝敬红 胡汉阳
胡保珍（女） 胡葆森 胡新峰（女） 柳锋波 拜玉堂（回族）
修振环 侯合柱 施荣怡 姜 俊 栗社臣 贾占波
贾瑞琴（女，回族） 钱 伟 钱国玉 钱晓玲（女）徐元鸿
徐胜杰 高团吉 高李丽（女） 高体健 高晓阳
高雅玲（女） 郭天财 郭旭东 唐玉宏 黄红霞（女）黄耀春
曹 奎 曹金强 龚立群 章锦丽（女） 梁 静（女）
寇志平（女） 寇怀忠 董锦燕（女） 董撵群 韩彦莉（女）覃红昌
程日盛 程国平 程相朝 程新华 焦红艳（女）焦锦淼
释永信 童孟进（回族）谢玉安 靳克文 蔡根喜 臧卫东
熊静香（女） 潘克勤 穆宏地 魏小杰（女） 魏兴斌 魏险峰
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
刘 伟
三、秘书长：
王树山

主 任：张亚忠
副主任：郝常伟 万 旭 王克俊 钱 伟 朱彤晖（女）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弋振立 王 红（女）王喜云（女，回族）王新生 吕国范 吕明义
朱言志 刘兴彬 刘保仓 刘晓永 孙新雷 李 军
李庚香 李俊峰 李智民 杨正超 杨丽萍（女）何 彧
张 达 张利芳（女）周新萍（女） 郑子健 郑邦山 郑伯阳
赵庆业 胡汉阳 黄红霞（女） 章锦丽（女）董锦燕（女）程国平
童孟进（回族）魏蒙关

（按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马葆青 王克俊 刘 东（女） 苏长青 杨雪琴（女） 沈怀军 范玉龙
修振环 唐玉宏 陶 雨 韩彦莉（女） 曾垂瑞

履职尽责献良策 团结奋进铸辉煌
——省政协五年来工作综述

省政协晒提案办理“成绩单”

五年共办复3481件提案

政协河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主持人名单

（2018 年 1 月 21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政协河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
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秘书长名单
（2018 年 1 月 21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

备会议通过）

政协河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
（2018 年 1 月 21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

备会议通过）

政协河南省十二届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18 年 1 月 21 日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

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茶山飞出致富歌

□本报评论员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省政协

十二届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次省

两会是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一中、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形

势下召开的，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寄予深切厚望，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高度关注。

换届纪律风气怎么样，直接关系

换届的成败，集中检验一个地方的政

治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对换届风气

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严明换届纪

律，坚决整治不正之风。中央明确提

出“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纪律要求，

中组部会同中央纪委机关专门派出

督导组，对换届选举风气进行监督和

指导，省委专门派出巡回督查组和会

风会纪监督组对换届进行全方位、立

体式监督。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和省

委严肃换届风气、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严肃换届纪律，筑牢思想堤坝是

前提。思想松一寸，行动就会散一

尺，纪律观念在头脑中容不得半点滑

坡。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

在先，组织代表、委员认真学习中央

部署和省委要求，观看《警钟》《镜鉴》

警示教育片，签订换届纪律承诺书，

深刻吸取湖南衡阳、四川南充和辽宁

等地拉票贿选、破坏选举案件教训，

始终保持对政治纪律、组织人事纪

律、换届纪律的敬畏之心，切实履职

尽责、正确行使权利。

严肃换届纪律，严明纪律要求是

根本。讲规矩守纪律，首先要知边界、

明底线。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实

施细则精神以及我省贯彻落实办法，

特别是“九个严禁”“九个一律”等纪律

要求，以“零容忍”的政治态度，坚决杜

绝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拉票贿选、

搞助选等非组织活动，买官卖官、跑官

要官，说情打招呼、搞封官许愿，跑风

漏气、干扰换届，造谣诬告他人或者妨

害他人自由行使选举权等现象发生，

让戒尺高悬、警灯长明，确保底线不

越、红线不碰、高压线不触。

严肃换届纪律，织密监督之网是

关键。进一步畅通电话、信访、网络、

短信“四位一体”渠道，充分发挥联络

监督员、驻地监督员作用，紧盯“打电

话、发短信、发微信，寻求支持”“吃喝

送礼，拉关系、走门子”等问题，实时

监测和了解换届风气情况，把监督贯

穿到换届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党内

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敞开群众监

督大门。

严肃换届纪律，强化执纪问责是

保证。查处是最有力的震慑。对换届

中的不正之风，要始终坚持露头就打，

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建立

健全问题线索快速查核处理机制，对

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决不姑息，快查快

办、严查严办，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同

时，对故意诬告、散布谣言和不实消息

的，一经核实，也要严肃处理。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

则事成。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鲜

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

严明换届纪律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

确保换届风清气正，确保这次省两会

换出干劲、换出活力、换出好生态，为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提供坚强

保证。③6

以铁的纪律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1月 21日，濮阳市中原
油田作业三大队员工正在油
井进行增油措施施工。新年
伊始，濮阳市中原油田实施
老油区结构调整，一线工人
冒着严寒以饱满的热情投入
生产，力争实现油气生产“开
门红”。⑨6 仝江 摄

冒寒施工忙
力争“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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