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４月２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4月1日，洛阳市金雨点启智中心的特教老师与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公益演出等活动，向市民宣传自闭症康复知识。⑨6 黄政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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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中的第一书记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第十二届2018
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徐开春：给多彩方洼再添美景

我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

政府持有股权可转让给民企

□本报记者 刘一宁

从光山县文殊乡政府出发，沿着
水泥铺筑的乡间道路往方洼村走，随
处可见绿油油的山茶树、金灿灿的油
菜花，还有一幢幢红砖白瓦的农家小
院掩映在良田美景之中。

正值采摘绿茶的季节，不少村民
都结伴上山采茶。4月1日下午，光山
县工商质监局派驻方洼村第一书记徐
开春刚回村，就碰见50多岁的贫困户
盛宏家从茶园走出来。

“虽然比不过姑娘们眼疾手快摘得
多，我也领了150多块钱。”盛宏家一看
到徐开春，就打开了话匣子，说着还从
兜里掏出布包数起这一天的工钱来。

“这一季绿茶摘完，就该给油茶除
草了。”看到盛宏家露出满意的笑容，

徐开春赶紧鼓励他多开垦点闲散地种
茶树，争取早点脱贫致富。

方 洼 村 共 有 436 户 1746 人 。
2015年 9月徐开春刚来时，村里还有
106户尚未脱贫。“我也是从农村出来
的，但方洼村的情况真的是出乎预
料。”徐开春说，当时村两委班子涣散，
村集体欠有数十万元的外债，村委院
里杂草有一尺多深。

面对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央办公
厅派出的驻村帮扶干部也来到方洼
村，为方洼村“开药方”。在广泛征求
村民意见的基础上，徐开春和帮扶干
部向乡党委推荐的数名年富力强的致
富能手进入村两委班子。

村两委建强后，方洼村的产业发
展迅速起步。经过走访调研、咨询专
家，徐开春和村干部们决定大力发展
茶产业。村里引进一家企业开垦荒山
种植5000亩油茶后，村民不仅能收到
土地流转的租金，还能在茶园里参与

管理赚取劳务费用。
看到茶产业的发展潜力后，徐开

春开始动员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闲散
地种茶。

“别小看这一块地，一亩茶每年少
说也能挣个四五千元。”徐开春说，村民
已经整理出600多亩闲散土地，种什么
村民说了算，收入多少全归村民所有。

如今，村民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
越宽：在稻田里养虾、在鱼塘里种藕、
在茶山上放养鸡鸭……

“每寸土地都不能浪费，宜种则
种、宜养则养。”徐开春告诉记者，看到
村里的发展变化很快，不少大学生也
响应号召回村就业。

“得知我在信阳农林学院学种植，
徐书记三天两头往我家里跑，动员家
人支持我回村种香菇。”大学生李意
说，去年年底，香菇销售一时出现困
难，徐开春在网上发布销售信息，还冒
着大雪跑遍周边的超市帮忙找销路。

香菇种植项目已经带动15户贫困户种
植，户均年增收5000元。

“房前屋后一亩茶，一塘肥鱼一群
鸭；散养土鸡满山跑，遍山尽开油茶
花。”徐开春说，这是方洼村即将展现
的新景象。③6

驻村期间，我的父亲瘫痪在床，母

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妻子主动承担了

照顾两位老人的重担。虽然负担重，但

家人都极力支持我为老百姓干点实

事。能够帮助村民提高生活水平，能够

扎根基层一线挥洒汗水，能够参与脱贫

攻坚这场硬仗，我感到非常自豪。

奋斗的人生是最幸福也是最精彩

的。去年第一书记轮换时，我主动要

求留下来，因为我想和村民们一起，大

力发展优势产业、带动集体经济发展，

确保方洼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上

不落一人。③6

本报讯（记者 李点）4月 2日，记
者从省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会议
上获悉，我省今年将全面推进省辖市
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作，鼓励有条件
的县级人大常委会开展预算联网监
督系统建设。

会议指出，预算联网监督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将人大与政府预算
系统联网，实现对预算信息的快速
报送和网络查询，是人大预算审查
监督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有利于提
高预算审查监督的针对性、有效性，
有利于预算公开透明与规范管理，

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
会要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署要
求，围绕中心工作，突出监督重点、
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成果应用、确保
使用安全，扎实推进预算联网监督
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联网监督系
统于2017年 11月建成运行，今年该
系统将进一步拓展与税收征管、国
资、人社、审计等部门联网。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铁出席
会议并讲话。③5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一个专业学会，却连续多年成功
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论坛和行业博览
会，并为地方搭桥引进了 50亿元规
模的产业投资项目……4月 1日，省
科协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这件新鲜
事。

事情的“主角”是省机械工程学
会。3月22日至24日，该学会在郑州
一手承办了“三合一”的大型学术活
动：吸引了包括两位院士和国内外
4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第四届中国
超硬材料产业发展论坛暨2018中国

金刚石线切产业链研讨会论坛、国内
外1200多家参展商参加的第20届中
国中部（郑州）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
会。

“为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我们
要求专业学会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发
力，着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
省科协党组书记曹奎告诉记者，这三
场活动各有侧重，合起来就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学术活动链条。

例如，在举办第四届中国超硬材
料产业发展论坛时，由于学会理事会
领导成员的构成，是按高校、科研院
所、企业、政府部门3∶3∶3∶1搭配，所

以在举办活动时也为产、学、研、政搭
建了一个交流和协同创新的平台。
省科协学会部部长邓洪军解释：“这
样一来，论坛就不仅是听专家做几场
报告，还为产、学、研、政、用各方提供
了进一步的交流渠道，谋求更深层次
合作。”

中国中部（郑州）国际装备制造
业博览会是省机械工程学会创办并
着力打造的一个行业品牌盛会。“这
一方面促成了行业新技术、新工艺、
新产品的加速推广和产业化，另一方
面也对指导行业技术进步和转型升
级有重要意义。”省机械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高文生说。
“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兴起，对

晶硅片的切割需求‘引燃’了金刚石
线切产业链。以前1克拉金刚石微粉
卖 1 毛钱，现在 1 块多钱还供不应
求。”商丘市柘城县委书记梁辉介绍
说，柘城县拥有国内近70%的金刚石
微粉产能，省机械工程学会去年将中
国超硬材料产业发展研讨会安排在
柘城县，并促成了华晶集团在柘城投
资建设人造金刚石生产基地，总投资
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
柘城将成为金刚石线切产业链的重
要原材料供应集聚区。”②40

本报讯（记者 李点）4 月 2 日，
省委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
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
委员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主持会
议并讲话。

孙守刚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
型政党制度的性质地位、鲜明特点、
独特优势、实践要求，标志着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上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推进多党合作
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

孙守刚强调，这一新型政党制
度厚植于中国土壤、充满着中国智

慧、贡献了中国方案、展现了中国自
信。希望党外人士不忘多党合作建
立之初心，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
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善当好参谋，以
大视角、小切口，围绕重大问题深入
调研，提出对策建议；善当好帮手，
积极投身凝聚力建设行动，为中原
更加出彩增光添彩；善当好同事，履
行民主监督职能，搞好合作共事，始
终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
共。

会上，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李英杰、龚
立群、张亚忠、高体健、张震宇、梁静
等作了发言，表示将坚定不移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
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贡献。③6

“小学会”办“大论坛”引来50亿元大项目

徐开春感言

本报讯（记者 栾姗）4月 2日，省
发改委下发《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对
已经采取PPP模式的存量项目，经与
社会资本方协商一致，在保证有效监
管的前提下，可通过股权转让等多种
方式，将政府方持有的股权部分或全
部转让给民营企业。

《实施意见》指出，鼓励民间资本
参与 PPP项目是进一步激发民间有

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举措，要鼓励民间资本平等
参与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引调水工
程、水生态治理、水污染治理、垃圾
焚烧发电站、城镇供水、供热、供气、
垃圾污水处理、医疗、养老、教育、旅
游等重点领域建设。具体措施包括
推进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的价
格改革，不属于政府定价目录的产
品和服务，由项目法人自主定价、自
负盈亏；鼓励民间资本成立或参与

投资基金，将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
由专业机构管理并投资 PPP 项目，
获取长期稳定收益；公开招标同等
条件下，优先选择运营经验丰富、商
业运作水平高、创新创造能力强的
民营企业等。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要

合理确定PPP项目社会资本方资格，
不得设置超过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
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
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
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限制民间
资本参与PPP项目。③5

孙守刚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

善当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共同谱写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

我省加快推进人大预算联网监督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 月 2
日，记者从省政府外侨办获悉，为适
应“三区一群”建设发展需要，推动
河南更好地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在去年建立“高级翻译人才
库”、入选 18位英语人才的基础上，
我省将进一步拓展人才库语种，建
立小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库，为我省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小语种翻
译人才支撑。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推
进，小语种人才需求呈井喷态势，各
相关语种人才供应纷纷告急。目前，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
官方语言，但截至 2013年我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时，全国高校外语专
业招生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语言。

为发现和培养我省高水平应用
型小语种翻译人才，省政府外侨办
拟对我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外事
系统和外向型企业的小语种翻译人
才情况进行摸底统计，探讨建立河
南省小语种高级翻译人才库。最终
入选人员将承担起我省重要涉外文
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大型国际性
活动对外信息发布译文的翻译和审
定工作。

您可登录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
侨务办公室官方网站（http://www.
hnfo.gov.cn/）了解详情。③6

服务“三区一群” 融入“一带一路”

我省急招小语种人才

3 月 31 日，襄城县第 34届风筝节在首山之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余名风筝爱好者齐聚一堂，放飞亲手制作的各种风筝。⑨3 古国凡 张
译方 摄

（上接第一版）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
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
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确保3年时间
明显见效。要细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的重大举措，尊重规律，坚持底线思
维。各级党委、各部门党组（党委）要
把污染防治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
置，层层抓落实，动员社会各方力量，
群防群治。要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
个结构”，做到“四减四增”。一是要调
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
加新的增长动能。二是要调整能源结
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

用。三是要调整运输结构，减少公路
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四是要调
整农业投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要坚持统筹
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体现奖
优罚劣，避免影响群众生活。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
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
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
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
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打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