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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芸）1月 25日下午，省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听取委员大会发言。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伟、史济春、张广
智、李英杰、龚立群、梁静、张亚忠、高体健、靳
克文、钱国玉、周春艳、谢玉安、张震宇、刘炯
天和大会秘书长王树山在主席台就坐。张广
智主持会议。

省领导谢伏瞻、翁杰明、孙守刚、穆为民
应邀到会听取发言。

17位委员分别代表省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和委员个人作了发言。吕心
阳委员代表民革河南省委员会作了《加强电
子商务行业监管，推动实体经济平稳转型的
建议》的发言；张淑杰委员代表民盟河南省委
员会作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教育应先行》的
发言；杨士海委员代表民建河南省委员会作
了《深化我省国有煤炭企业改革的几点建议》
的发言；章锦丽委员代表九三学社河南省委
员会作了《推进食品安全省建设的建议》的发
言；孙晓红委员代表农工党河南省委员会作
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提升绿色发展
水平》的发言；朱彤晖委员代表民进河南省委
员会作了《大力吸引聚集各类人才来豫创新
创业的建议》的发言；赵淑红委员代表致公党
河南省委员会作了《大力推动企业上云，打造
先进制造业强省和网络经济强省建设新支
撑》的发言；陈南委员代表河南省工商业联合
会作了《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建议》的发言；李利英委员代表河南省无党派
人士作了《大力培育我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建议》的发言；谷建全委员作了《打好产业
转型升级牌，重在把握好发展方向》的发言；
李芳委员作了《乡村振兴，人才先行》的发言；
杨玮斌委员作了《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
动中原文化走出去》的发言；钱伟委员作了
《突出重点，定向发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的发言；赵立华委员作了《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推动产业梯度转移》的发言；王璋委员作
了《加快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步伐的建议》
的发言；张志和委员作了《应该给“南水北调
中线干渠”冠个名》的发言；周纲委员作了《做
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的发言。

据了解，本次会议共编发发言稿 163
篇。这些发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省委十届四次五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和人
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很多具
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集中展示了省政协
各参加单位利用政协平台积极参政议政取得
的丰硕成果。③4

本报讯（记者 屈芳）1月25日上午，
省长陈润儿先后来到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安阳代表团和新乡代表团，与大家
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记总书记打好“四张牌”的殷切
嘱托，突出抓好调结构、促转型、增动力，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齐心协力迈步新征
程、书写新篇章。

审议中，代表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给
予充分肯定，认为报告高举旗帜、情系民
生、求真务实、催人奋进，站位高，接地气，

有温度。安阳代表团的李公乐、王红兵、
王辉、杜建勋、李景忠代表围绕区域中心
城市建设、高新产业发展、脱贫攻坚、百城
建设提质等，新乡代表团的张国伟、闫银
凤、程清丰、李维山、吴金印代表围绕郑新
融合、乡村振兴战略、科技创新、质量提升
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陈润儿对代表们积极中肯的建言表
示感谢。他指出，过去 5年，安阳、新乡
两市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作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好“四张牌”，经济

社会发展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站上了新
起点、开创了新局面。特别是近年来，两
市作为豫北工业城市，在经济提质、环境
治理、转型升级上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发
展基础不断夯实，经济指标向好背后折
射出的发展理念之变令人欣喜。

陈润儿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
托打好的“四张牌”，张张都与高质量发
展密切相关。在河南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中书写新篇章、实现新跨
越，必须牢记嘱托，持续打好“四张牌”。
要突出调结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增强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平衡
性、适应性、灵活性。要突出促转型，从
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粗放增长转
向集约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创新驱
动。要突出增动力，通过深化改革，增强
内生动力；通过扩大开放，增强外源动
力；通过推进创新，增强新生动力，不断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陈润儿最后勉励两市，抓住大有可
为的历史机遇期，发挥优势、突出特色、
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在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取得新成效。③5

陈润儿在参加安阳、新乡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记嘱托打好“四张牌”齐心协力迈步新征程

1月24日，郑州市郑
东新区一家商场装扮一
新，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吸引市民纷纷驻足观赏、
拍照留念。春节将至，郑
州市街头巷尾的年味渐渐
弥漫开来。⑨6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冯芸）1月 25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
省政协党组书记刘伟参加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

讨论中，李忠榜、胡葆森、王洪波、马
晓、孙国才、李高建、王若飞、李可、汤武、
桑欣礼、张晓盈、钱晓玲等委员先后发
言。大家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一致赞同政府工
作报告关于未来五年和 2018年工作的
谋划。同时，还就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现代物流、打造服务型政府、发展会
展产业、构建亲清政商关系、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豫酒振兴、郑州大都市区建设

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谢伏瞻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委员

互动交流。他说，过去的五年是我省经
济综合实力大幅跃升的五年，是发展动
能加快转换的五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纵
深推进的五年，是发展基础不断增强、
发展势能不断蓄积的五年，是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上升的五
年。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大力支持的
结果，是全省上下奋力拼搏、不懈奋斗的
结果，也凝聚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和
智慧。

谢伏瞻指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

事关河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日致全国个体劳动
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信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方向，弘扬企业家精神，发挥
企业家作用，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伏瞻强调，要坚守实体经济、落实
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
整，加快推进创新发展。要坚持有恒产
有恒心、坚定不移依法保护产权，严格落
实保护产权政策，补齐产权制度建设短

板，加强知识产权文化建设。要加大改
革力度、营造稳定公开透明的营商环境，
进一步强化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推动政策举措落细落实，不能“新官
不理旧账”。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凝聚共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合力，坚
持“亲”不逾矩、“清”不疏远，各级党委政
府和党政干部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
接触交往，真心实意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民营企业家要满腔热情地融入地方发
展，遵纪守法办企业、光明正大搞经营，
在新时代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

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省政协副
主席梁静参加讨论。③7

谢伏瞻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讨论时强调

弘扬企业家精神 发挥企业家作用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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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大局促发展 忠诚履职保民生
□本报记者 孙欣
本报通讯员 张萍 李昀芝

“你们为我们提供贴心服务，帮忙
解决了许多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扩
大投资的底气更足了！”1月 22日，郑
州市二七区一家企业负责人高兴地对
前来走访的检察官说。

这，只是我省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
能，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坚持“胸怀大
局是前提，立足本职是基础，正确履责是
关键”的指导思想，把保民生促发展作为
重要职责使命，坚持履行职责着眼全局、
司法办案服务民生，为全省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民生改善提供了坚强的司法保
障，交上了一份靓丽的答卷。

主动融入大局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自从有了检察联系点和联络员，
基层工作人员的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社会矛盾和群众上访大幅减少了。”提

起南阳市宛城区检察院在该乡设立的
检察联系点，溧河乡党委书记李超赞
不绝口。

据悉，宛城区检察院在当地设立检
察联系点13个，化解矛盾纠纷180余
件，已成为促进当地发展的一张名片。

主动融入大局，服务经济发展，是
全省检察机关一以贯之的理念与行
动。省检察院组织开展“进千企”活
动，开展预防调查，发出检察建议；围
绕河南“三区一群”重大国家战略实
施，设立航空港区检察院；先后出台
《关于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保障和促进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意
见》《关于服务保障中国（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
加强对企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开展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专项立案监督……

围绕各级党委决策部署和重大工

程，全省检察机关多措并举，努力让检
察工作与经济发展大局同频共振。郑
州市航空港区检察院建立“首席服务
官”制度，对企业实行一对一帮扶共建；
安阳市检察院出台服务产业集聚区建
设意见，为产业集聚区发展提供法律服
务和司法保障；平顶山市检察院班子成
员分包联系国有企业，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和问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聚焦民生民利
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水清了，鱼多了，环境更美了，这多
亏了你们啊。”2017年12月19日，鲁山
县检察院的检察官刚到鲁山昭平台水
库，附近的村民就围了上来，说个不停。

然而，就在2016年，昭平台水库却
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万多只养殖网箱几
乎盖满了水面，库水散发出臭气……水

库污染状况引起了鲁山县检察院的高
度关注，该院向当地有关部门发出检察
建议，并依法立案开展公益诉讼。经过
检察监督，一库清水又回来了。

近年来，“民生”成为我省检察工
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全
省检察机关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心系
民生，在努力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
得安心、过得舒心的同时，也让检察工
作增添了更多的民生温度。

省检察院每年向社会公开爱民承
诺服务事项，定期通报落实情况。全
省检察机关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深入
开展了一系列专项工作：开展为期5年
的集中整治和加强预防扶贫领域职务
犯罪专项工作，连续四年开展“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和“危
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开展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

侵权犯罪专项工作……
全省检察机关坚持把维护公共利

益作为保障民生的着力点，积极开展公
益诉讼。目前，全省检察机关已办理公
益诉讼诉前程序案件356件，其中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3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6件，支持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5件，为国家挽回财产损失4.14亿余元。

维护公平正义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代表’
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实际行动贯彻落
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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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省检察院检察长蔡宁说。

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在严厉打

击各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强化法
律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5年来，全省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
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228114人，提
起公诉441071人；严打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和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
犯罪，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围绕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要
求新期待，加强对侦查、审判、刑事执
行等诉讼环节的监督，省检察院先后
组织开展久押不决案件、“减假暂”、社
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等专项检察。

既雷霆万钧，又和风细雨。全省
检察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中，认真落
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推行非羁押诉
讼，建立健全不捕案件双向说理等机
制，最大限度减少对抗、增进和谐。

砥砺前行，不辱使命。河南省检
察机关聚焦监督主业，在服务大局、保
障民生上谱写了新篇章。

河南检察亮点巡礼

□本报记者 王映 本报通讯员 郭栋

这是濮阳政法事业发展进程中熠
熠生辉的篇章：自 2013年以来，公众
安全感和政法机关执法满意度连续五
年领跑全省；2014—2016 年连续三
年，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综合考评成
绩位居全省首位；2017年 6月，作为
全国唯一地级市代表，在全国人民调
解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9月，被中
央综治委表彰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优秀市”，是全国新评选表彰的

10个优秀市之一，濮阳市委政法委荣
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
称号；12月，被中央综治办、国家发改
委确定为“全国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
设联网应用重点支持城市”……

多年辛苦不寻常。荣誉的背后，
是濮阳政法综治信访稳定战线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结
果，是濮阳政法综治、平安建设、信访
稳定等各项工作的综合成效，是龙都
濮阳近400万人民群众的最高评价。

新年伊始，在省委政法委和濮阳
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强力支持下，
濮阳政法综治和信访维稳部门以党的
十九大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牢把握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主动适应社会主要
矛盾历史性变化，聚焦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新期待，补短板、强弱项、
创特色，将濮阳这块新时代的“中原平
安高地”筑造得更加厚重、更加坚实。

（下转第五版）

筑造新时代“中原平安高地”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代表委员热议提高发展质量效益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记者会

坦诚相见谈发展
直面问题话民生

构筑发展的坚实基础
——代表委员热议壮大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