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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
“放管服”改革。3月15日，记者从济
源市政府了解到，一场“放管服”改革
的生动实践正在该市深入推进：以

“一次办妥”活动为突破口，全面提升
政务服务效率，群众得便利，经济增
活力。

重点突破：从“往返跑”
到“跑一次”

去年8月，济源率先在全省启动
了“一次办妥”改革。

“将‘一次办妥’作为突破口，化
碎为整、集成推进，倒逼各部门简政
放权，加快‘放管服’改革。”济源市市
长石迎军介绍。

“一次办妥”，是指符合受理条件
的事项，实现“一次上门”或者“零上
门”办成。

去年8月以来，济源各部门陆续
公布“一次办妥”事项清单。截至今
年 2 月，1126 项审批服务事项实现

“一次办妥”。
对单个部门办理事项，全面实行

“一次办结”，通过网络等做好事前告

知，即来即办。
对多个部门办理事项，推行“一

窗制”服务，一窗受理、并联审批。
在济源市民之家，原来21个单位

的53个窗口被整合到12个平行的综
合窗口。记者在这里看到，市民周艳
来此办理幼儿园开园许可证，一个窗
口即办结，而过去要跑四五个窗口。

对跨行政层级办理事项，推行
“一站式”服务，把服务功能下沉到
镇、村（社区）。在4个试点镇，村民到
村便民服务中心就能办理多种事项。

流程再造：从“群众跑”
到“政府跑”

3 月 9日，市民邵艳萍在济源市
民之家民政窗口交上材料，3分钟就
办好了父母的老年优待证。

“办事人感受到的是时间大大缩
短，背后则是工作流程的显著改变。”
济源市编办主任马秋红说。

济源市发力“一次办妥”突破口
的同时，同步实施了行政审批、投资
审批等配套改革，以流程再造为核
心，按下“放管服”改革快进键。

先后 4次对 25个单位的权责清
单进行动态调整。将投资审批环节

由 80个减少至 50个，审批时限平均
压缩180个工作日，投资项目从立项
到开工压缩至60天，提速近80%。

清理规范无谓证明事项115项，
精简压缩审批环节48个。将审批承
诺时限平均压缩13.5天，审批效率提
高了43.6%。

各部门自减流程，带来的是效能
提升的“物理反应”。部门之间并联审
批等“化学反应”，则激发出更大潜力。

投资项目审批中，用地许可证办
理周期长。济源市规划局实施模拟
工程规划许可证制度，用地许可证暂
缺时先办理相关手续，推动项目尽快
落地。

“互联网+”：从“大家
跑”到“数据跑”

在济源“放管服”改革过程中，部
门信息不共享的弊端日益凸显，实施

“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刻不容缓。
济源正着手建立公共数据平台

和共享交换体系，加强电子证照、电
子印章应用和电子档案归集，促进信
息跨部门共享共认。今后不仅群众
少跑路，政府部门也能提效率。

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还在打造

“一证通办平台”，申请人无须提交资
料，通过平台共享的数据、证照等即
可办理各种证件。该中心主任张云
红说，今后群众凭一张身份证走全市
将变为现实。

济源市政务服务网去年11月运
行后，许多群众点点鼠标就能办事。

在政务服务网进行申请两个工
作日后，便收到文广新局工作人员送
来的出版物经营许可证，这是中石化
济源石油分公司工作人员张伟的经
历。截至目前，已有 2.5万人次通过
政务服务网办理业务，体验到了足不
出户办事的便捷。

政府权力的“减法”、创新服务的
“加法”，“加”“减”出群众获得感的提
升、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从“一次办妥”改革启动至今年2
月，济源累计提供“一次办结”服务
66.5 万 件 。 去 年 全 市 新 增 投 资
306.65亿元，同比增长18.3%。

“济源将继续大力推进‘一次办
妥’活动，全面探索‘放管服’改革，力
争把济源建成审批效率最高、投资环
境最优、办事成本最低、群众获得感最
佳的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济源市委
书记张战伟满怀信心地表示。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3月 18日
上午，周口淮阳县羲皇文化广场人潮
涌动，热闹非凡。由文化部非物质文
化遗产司、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原古韵——
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正
式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以“保护文化遗产 延
续历史文脉 留住美丽乡愁”为主
题，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来自陕
西、河北、四川、内蒙古等9省、市、自
治区具有鲜明特色的非遗项目将登
台亮相，为中原百姓奉上一场非遗
文化盛宴。节目精彩纷呈，形式多
样，展演、巡游、展示同时进行。展

演共分6场，以各地不同类型的国家
级、省级非遗项目为主，主要有传统
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游艺与
杂技等 35个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
18个，省级项目 8个。活动期间，西
华县逍遥镇胡辣汤制作技艺、淮阳
泥泥狗等省内33个静态非遗项目也
将参与展示，吃的、玩的、观赏类的，
多种多样。

据了解,“中国（淮阳）非遗展演”
活动自2010年开展以来，共邀请联合
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6个，国
家级非遗项目168个，省市县级非遗
项目173个，20多个省份462支队伍
展演，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交流的重要窗口和平台。③4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曹萍）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科研单位责无
旁贷。3月 17日至 18日，全省农业
科研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提出
要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引领支撑
能力为中心，着力抓好创新引领能力
建设，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为
河南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农科力量。

省农科院院长张新友在会上表
示，全省农科系统科研任务要瞄准三
个方向：一要围绕提升粮食产能，巩
固优势研究领域。深入落实“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强化小麦、玉
米、花生等作物新品种选育优势研究
领域。二要围绕质量兴农，提升薄弱
研究领域。深入开展生物育种、健康
养殖、农产品精深加工、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智慧农业等领域研究，积极拓
展都市农业、休闲农业和循环农业等
农业新业态相关技术研究。三要围

绕绿色兴农，强化关键研究领域。力
争在节本增效、优质安全、绿色环保、
投入品减量、面源污染控制、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农业防灾减灾等领域的
技术研发与集成方面有所突破，为农
村生态宜居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创新完善成果转化模式要着重
“四个立足”：立足科技支撑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加快技术集成应用；立足推
进区域农业产业发展，提升打造精品
示范样板水平；立足服务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构建科技全链条服务体系；立
足助力脱贫攻坚，强化科技精准帮扶。

此外，在创新引领能力建设方
面，要以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
才的培养引进为重点培育一批创新
引领型人才，以生物育种中心建设为
重点建设一批创新引领型平台，以推
动骨干企业发展壮大为重点发展一
批创新引领型企业。③7

本报讯（记者 栾姗 宋敏）3月
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五次全体会议举行，习近平全票当
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当日又恰逢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
导河南工作四周年，本报重磅推
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奋斗新时
代 春意满中原》特刊，在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反响。大
家纷纷表示，要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撸起袖子加油干，推动各项工作
呈现新气象、展现新作为，谱写中
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特刊气势磅礴，文章激情澎
湃，融媒多姿多彩。”省发改委党
组书记何雄谈及特刊，用 18个字
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四年来，在
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全省上
下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
导河南工作时的殷切期望和重要
嘱托，推动打好“四张牌”取得了
显著成效。河南经济综合实力大
幅增强，生产总值跨上4万亿元台
阶，初步核算 2017 年达到 4.5 万

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 5000 亿
元，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250
亿斤，进出口规模跨入全国前 10
位。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
打好“四张牌”的重要指示，把准了
河南发展脉搏，切中我省发展的突
出矛盾和重大关键问题，具有很
强的思想性、战略性、针对性和指
导性。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在省委、省政
府的领导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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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
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的宏伟事
业一定会取得更大成就，铸就新
的辉煌。

“特刊从形式到内容，从图片
到视频，展现出党报的权威性、指
导性、服务性、可读性，堪称是一
组现象级的新闻作品。”省宏观经
济研究院院长张长星说，特刊全
面报道四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下河南发展实践的靓丽业
绩，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落实进展情况，向全国人民展

示当今中原之变：GDP稳居全国
第 5 位；进出口总额跃居中西部
地区第 1 位，郑州新郑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总额跃居全国第 1 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客货
运量增速一直居全国前列，居中
部地区首位，2017年货运量进入
全球 50 强。中原成为内陆开放
新高地，河南开启了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

中铁十六局集团郑州南站项
目总工程师赵飞告诉记者，特刊刊
发后，他仔细阅读了《羽丰翼张翱
新 天—— 打 好“ 基 础 能 力 建 设
牌”》版面的相关内容。作为河南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的一名建设
者，他见证了河南新时代的变革，
看到了河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
深深体会到基础设施建设对河南
产生的重要影响。“如今，河南高
铁里程突破 1300公里，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突破 6523公里，想到这
些数字中也有我作出的贡献，就
觉得很自豪。我将继续履好职、
担好责，建设好家乡的米字形高
速铁路网，为河南建设现代立体交
通体系贡献光和热。”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 17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国家发改委下
发《关于下达社会服务兜底工程
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
知》，我省35个社会服务兜底工程建
设项目将获得5.82亿元的投资计划，
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多
点发力提升群众获得感。

据介绍，我省社会服务兜底工程
涵盖安阳市社会福利养老院老年养
护楼、舞阳县老年养护院等 11个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通过建设一批
养老院、光荣院、特困人员供养服务
设施（敬老院）项目，进一步补齐养老
设施短板；淮阳县未成年人救助保护
中心、驻马店市福利院精神病康复中

心大楼等14个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建
设项目，通过加强社会福利设施建
设，进一步提升社会福利服务能力和
水平；兰考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及综合
服务设施、桐柏县残疾人康复中心等
10个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项目，通过
加强残疾人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残疾人小康进程。

省发改委要求，各地发展改革部
门会同民政、残联等相关部门要严格
落实投资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属地监
管责任，组织实施中央预算内投资项
目的日常调度、在线监测、专项稽查和
监督问责。对于投资计划执行不力的
项目，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有关单位和
相关责任人员实施处罚。③6

本报讯（记者 王丹）河南日报3月17日推
出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奋斗新时代 春意满中原》特刊，在
我省专家学者中引发的反响持续升温。大家表
示，要把打好“四张牌”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河南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

省社科院院长张占仓表示，这一系列特刊
系统梳理了四年来河南发展实践的靓丽业绩，
展示了河南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张牌”要
求，各项事业大发展的新形象：GDP稳居全国
第五位，进出口总额跃居中西部地区第一位，财
政收入先后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台阶，粮
食产量达到 1250亿斤，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我们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前进，把“四张
牌”继续打好，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将会跨入一个
崭新的时代。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认为，四
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打好“四张牌”的要
求，准确把握了河南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和阶段
性特征，切中了河南发展现阶段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重大关键问题，为河南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顺应新时代发展的
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河南经济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③4

全力探索“放管服”改革

济源：群众办事“一次办妥”

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推动河南经济河南经济
向高质量发展

3月18日，正在建设中的牡丹江路沙河大桥。该大桥位于漯河市淞江路沙河桥和龙江路沙河桥之间，总长
980米，总投资2.4亿元。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漯河城区交通网络体系。⑨6 牛书培 摄

我省绘制农业科研路线图

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

我省社会服务兜底工程
获中央5.82亿元投资计划

“中国（淮阳）非遗展演”开幕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洛阳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又有新举措：今年洛阳
市将投资705亿元，用于八县一市一
区共482个县城提质项目，重点加快
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和提升综合承载
力，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记者 3月 16日从洛阳市政府获
悉，按照该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方
案，今年将继续加快推进洛阳市中心
城区至偃师、伊川、宜阳、新安、孟津、
吉利等六组团县（市）区快速通道建
设。既要增“颜值”，又要提品质：年

底前确保各县城建成区集中供热率
达40%以上，每县（市）至少建成两个
以上百辆泊位的公共停车场；每个县
城要继续新建（改造）100亩以上的
公园两个以上、建成小游园 10个以
上，各县（市）绿地率达35%以上。

县城提质，规划引领。洛阳市要
求，上半年9县（市）城乡总体规划要
全部通过省政府审批进入实施层面，
并全面完成交通、绿地、教育、医疗等
专项规划的编制报批；年底前，完成
全市 32个中心镇、特色镇规划提升
和110个美丽乡村规划编制。③7

补短板 强功能 提品质

洛阳705亿元投向县城提质项目

3月 18日，内黄县产业集聚区安派电动汽车产业园生产线上，工人正在
安装电动汽车。该县先后投资62.4亿元，引进7个新能源电动车项目，预计
年产值达228亿元。⑨6 刘超 陈卫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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