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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近日出台《十届河

南省委巡视工作规划》，明确

十届省委原则上每年开展3

轮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内巡

视全覆盖。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巡视工作只有进

行时。今日起，本报推出“巡

视进行时”专栏，充分展示全

省巡视巡察机构贯彻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坚定不移深化

政治巡视，创新工作方法所

取得的明显成效，凸显巡视

巡察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取向，推动河南巡视巡察

工作向纵深发展。③4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刘志刚

鹤壁市淇滨区金山办事处原农
业服务中心主任张永吉虚报冒领退
耕还林补贴款被巡察组发现，后接受
调查并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我们
以此案为突破点，从案件剖析整改、
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廉政教育三个方
面层层推进，引导干部守住底线，不
越红线。”5月 3日，金山办事处党委
书记李春林告诉记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政治巡
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

近年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

省巡视巡察机构认真贯彻中央巡视
工作新决策新部署，聚焦全面从严治
党，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政治巡视，创
新方式方法，对党组织开展全方位

“政治体检”，巡视巡察震慑作用进一
步凸显。

“把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放在首位”

4月 6日开始，安阳市殷都区发
改委开展的为期一个月纪律作风集
中整顿月活动，让单位工作纪律和作
风实现大转变：全体人员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工作成效显著提高，干事创
业氛围浓厚……

今年3月，省委第三巡视组进驻
安阳市殷都区后，对该区发改委明察
暗访，指出“部分人员组织观念不强，
经常请假不上班；工作上只务虚功、
摆样子，见不到成效”等问题，并下发
通知要求及时整改。

按照《十届河南省委巡视工作规
划》，省委要对省辖市、县（市、区）、省
委部委、省直机关、省管国有骨干企
业和省管本科院校等 319 个党组织
实施巡视全覆盖。去年，十届省委完
成了两轮对 12 个省辖市、32 个县
（市、区）的集中巡视。今年3月5日，
十届省委第三轮巡视“再出发”，对6
个省辖市、14个县（市、区）开展了为
期2个月的集中巡视。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正晓强调，政
治巡视必须始终以“四个意识”为政
治标杆，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
首位。河南省委及时出台《十届省委
巡视工作指导意见》《十届河南省委
巡视工作规划》，制定《政治巡视清

单》，规范政治巡视流程，坚持政治方
向、问题导向、价值取向，突出“三大
问题”“两个责任”“关键少数”，对被
巡视单位党组织做全面“政治体检”，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巡视是对我们的一次
全面‘政治体检’”

“巡视是对我们的一次全面‘政
治体检’和‘党性洗礼’。”安阳市殷都
区发改委主任贾新才表示：“通过巡
视发现了自身问题，并按照要求立即
整改，有了健全的制度、有了政治规
矩，有了纪律约束，大家的正能量都
激发出来，单位正变成人人想干事、
能干事、干成事的地方。”

“我们在党的全面领导上聚神、加
强党的建设上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上聚焦，严肃指出被巡视单位违反
政治纪律方面的问题，并要求及时整
改。”省委第十巡视组组长王保华说。

十届省委巡视工作开展以来，省
委巡视组持续提高政治站位，找准政
治定位，深化政治巡视，深入了解情
况、发现问题，较真瞪眼，对被巡视单
位逐一“扫描”，发挥政治“显微镜”和
政治“探照灯”作用。

党的领导弱化，核心作用发挥不
充分；管党治党宽松软，重点领域腐败
问题易发多发……去年11月底，省委
巡视组向十届省委第二轮被巡视单位
反馈巡视情况时，点出了“政治体检”
中发现的问题，并给出整改建议。

“群众哪里有反映，我
们就巡视到哪里”

4月 30日，记者来到汤阴县人民

医院门前，发现违章建筑不见了，占
道经营现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规
范有序的市场经营、宽阔通畅的道路
出行。

而在此之前，医院门前由于商贩
私搭乱建、设点经营，经常造成周边
交通堵塞、影响市容市貌，也给群众
就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对此反映强
烈。省委巡视组进驻汤阴县后，收到
不少群众对此问题的举报。在巡视
组的监督下，汤阴县人民医院门口乱
象很快整改到位。

“群众哪里有反映，我们就巡视
到哪里。”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崔绍
营介绍，省委巡视组一直按照中央
和省委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群
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
出发现和推动解决扶贫领域腐败问
题、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等人民
群众高度关切的问题，让广大群众
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中增加
获得感。

“巡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
问题所在，才能有效地检查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省委巡
视办主任袁永新表示，每轮动员部署
会都对深化政治巡视做出安排、提出
要求，从十届省委第一轮巡视开始，
突出“六个围绕、一个加强”开展巡视
监督，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力
促进了管党治党迈向标本兼治。

记者了解到，通过十届省委前两
轮集中巡视，共发现“三大问题”方面
1437 个问题，违反“六项纪律”方面
2011个问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5839
件，其中涉及省管干部193件。③4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

5 月 5 日，主题为“花开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的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
文化节圆满落幕。

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本届牡丹文化节期间，洛
阳市共接待游客 2647.31万人次，同
比增长6.15%；旅游总收入241.96亿
元，同比增长8.26%。

一朵“花”不仅美了一座城，更成
为洛阳惠民的举措、招商的平台，向
世界传递千年古都“好声音”的载体。

惠民利民，增强群众获得感

在洛阳，徜徉在牡丹花海，游客
不仅能欣赏到美景，还能感受到惠民
政策给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今年文化节期间，洛阳继续实施
“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费、
餐饮住宿控涨幅、环城高速豫C车辆
免费通行”，并新增了“文化消费有补
贴”的政策。

按照“以节促建、以节促管、以节
推介、利民惠民、全面提升”的要求，
洛阳市今年还集中攻坚了包括兴洛
湖公园建成开放，11处小游园完成绿
化以及公厕、文化广场等33项城建重

点项目，提升了城市形象，改善了市
民的生活环境。

专家指出，以节惠民的“洛阳模
式”，破除了旅游“门票经济”壁垒，推
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把文化节带来的
巨量旅游人次转化成更多效益，使洛
阳牡丹文化节真正成为人民的节日、
百姓的盛会。

以节推介，扩大开放结硕果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
是洛阳牡丹文化节举办的第36个年
头。

作为“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
洛阳抓住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河南自贸试验区等战略机遇，以
花为媒，加大开放招商力度，收获累
累硕果。

4 月 18 日，作为第十二届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分会
场，新时代“一带一路”城市产融合作
论坛暨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
谈会在洛阳举行，共签约32个重大项
目，总投资586.1亿元。

在第二届牡丹之约全球跨境产
业融合峰会上，首个中德工业 4.0创
新中心落户洛阳，将助推洛阳及河南
区域产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让洛阳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
洛阳”，洛阳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

古今融汇，让世界倾听
“洛阳声音”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隋唐洛阳城
国家历史文化公园、隋唐大运河遗址
博物馆等一批项目加快实施，洛阳文
化旅游新名片越擦越亮。

志在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
洛阳，近年来，不断吸引着世界目
光。

数据显示，今年牡丹文化节期
间，洛阳接待入境游客28.71万人次，
同比增长 6.06%；旅游创汇 8497.96
万美元，同比增长8.04%。

“打造隋唐大运河黄金旅游带，
有助于使洛阳历史文化特色愈加鲜
明、古韵今风相得益彰，成为古代文
明和现代文化交相辉映的国际级文
化高地。”4月 15日，在“大运河文化
论坛”上，专家学者积极为隋唐大运
河保护、传承和利用建言献策。

“讲好古都故事，提升古都文化
自信，让古老的文明焕发出新的生
机。”4月21日，来自五大洲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齐聚千年古都
洛阳，出席世界古都论坛，共同见证
《洛阳宣言》发布。

花开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站上历史新起点的洛阳，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建设正阔步向前。③4

□本报记者 逯彦萃 胡舒彤

往年，多数农民工背井离乡奔赴长
三角、珠三角打工，如今家门口就业人
数超六成。随着我省实体经济转向高
质量发展，就业岗位充分释放，农民工

“还巢”就业还在加速。
5月4日，在周口市瑞能服帽公司的

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为名创
优品连锁店的夏日订单赶工。瑞能公司
副总经理代骥介绍，企业自2010年在淮
阳投产以来，产品销路一直很好，从原来
的只做外贸出口，到现在外贸、内销两驾
马车并驾齐驱，用工人数也从建厂初期
的60人发展到当前的1000多人。“根据
市场需求，我们又投资建设了新厂区，预
计8月份可以投入使用，到时候企业用
工量可以达到3000人。”代骥说。以前
企业主要给一些国际品牌做代加工，如
今企业自有品牌已经在国内市场站稳脚
跟，代骥对企业的未来充满信心。

企业发展形势好，让农民工也实现
了家门口高质量就业。瑞能公司帽眉
工组组长王艳杰原本在福建一家服装
厂打工，并且当上了销售主管，但是常
年在外无法兼顾家庭，让她很苦恼。
2017年春节过后，她辞去了在福建的
工作，通过人社系统举办的“春风行动”
大型招聘会，应聘到瑞能服贸公司做工
人。如今她已经成为帽眉工组技术组
长，每个月保底收入五六千元，旺季时
能拿到九千多元。“在家门口上班，工资

不比在外打工低。”王艳杰说。
当前瑞能公司的1000余名员工几

乎都是本地的农民，其中有一半是“还
巢”的农民工，月薪能达到5000元的普
通员工占多数。

同样，位于新乡长垣的本地企业驼
人集团，解决了当地 4000多名农民工
的就业问题。随着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产品从低值耗材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迭
代，也带动了工人的成长。“工作到一定
年限的员工，可以申请到‘驼人大学’读
书，充实自己，即使他们有一天离开了
驼人，也是就业市场上很有竞争力的一
员。”驼人集团负责人说。

据了解，近年来我省农民工就业服
务不断强化。去年我省组织开展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春风行动”“民营企业
招聘周”等活动，为农民工和用人单位
搭建对接平台，组织举办专场招聘会
1441场，提供就业创业服务120多万人
次。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农村劳动力
累计转移就业总量达 2973万人，其中
省内就业1786万人，占60%。郑州、洛
阳、安阳、新乡、南阳、许昌等城市已经
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首选打工地，县城逐
渐成为农民工的务工和置业聚集地。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喻新安认为，农民工家门口就业主要得益
于我省制造业持续发力、经济体系逐渐完
善。他认为，我省区位优势明显，营商环
境持续改善，新兴产业发展在提速，农民
工“还巢”就业的趋势今后还会延续。②8

本报讯（记者 李林）一个地标，一
座新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
中心、郑州东站、即将开建的河南卢森
堡中心……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不仅
成为郑东新区、郑州的城市地标，更不
断提升着河南的对外开放形象。

5月 6日，记者从郑州郑东新区管
委会获悉，为进一步提升郑东新区城市
形象，打造城市品牌，从5月7日至6月
15日，该管委会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郑东
新区城市形象标识。

规划建设郑东新区，是 21世纪初
河南省为拉大省会郑州城市框架、增强

辐射带动能力推进的标志性工程。自
2001年规划建设至 2018年 3月底，郑
东新区建成区面积已超过 140平方公
里，辖区人口达 142万人，由一张蓝图
变成了一座集聚繁华与现代的新城。

据介绍，本次征集城市形象标识，
要求既能充分体现郑东新区地域特色
和丰富历史文化内涵，又能充分展现该
区在推进中原崛起和郑州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进程中奋发有为的拼搏精神，作
品入选者将可获得6万元奖金，并被聘
为郑东新区形象设计师。更多征集信
息请查阅郑东新区官方网站。③6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7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全省公安机关将联
合银行、保险、工商等部门，严打民间借
贷中的违法行为。

省公安厅要求，全省公安机关要严
厉打击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
贷款；严厉打击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
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
贷款；严厉打击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
金，再高利转贷；严厉打击面向在校学

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
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
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发放贷款行
为；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
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
民间借贷。

近年来，“校园贷”“裸贷”等民间借
贷问题频发。警方提醒，广大学生要增
强防范意识，谨慎使用个人信息，对于推
销的网贷产品，切勿盲目信任，提高自身
对网贷业务的甄别、抵制能力。③4

■农民工就业创业亮点之二

省内就业成常态

郑东新区征集城市形象标识

警方严打“暴力催债”“校园贷”

从严治党的“政治体检”
巡视进行时①

开栏的话

花开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综述

（上接第一版）拥有店铺 515家，全年
营业额近14亿元，税收5000多万元，
于2017年荣膺“中国特色商业街”，使
许昌成为全省第三个拥有“国”字号特
色商业街的城市。许昌市商务中心
区、特色商业区等主体功能突出、辐射
带动作用强的服务业发展载体不断壮
大，2017 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
900亿元，同比增长 10.3%，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39.9%，成为拉动全市
经济增长的生力军。

目前，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此前
的 6.9∶58.4∶34.7 调整为如今的 5.9∶
58.9∶35.2。预计上半年，全市实现消
费品零售总额440亿元，增长 12.5%，
居全省第4位左右。

优化环境，民间投资活力足

刚刚过去的4月，由国家发改委主
办的全国促进民间投资经验交流现场
会在许昌落幕，活力与魅力兼具的“许
昌现象”，吸引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发改部门上百名代表专程就激发民间
投资热情、促进民营企业经济转型升
级进行参观考察，学习交流。

截至目前，许昌民营企业达到
5.44 万家，民营市场主体占全市的
97%，吸纳全市就业总量的85%，进出
口总额占全市的89%，入围“中国民企
500强”榜单的许昌民营企业有 4家，
数量居全省第一。许昌民营经济规模
之大、分量之重、活力之强、发展之快，
在全省首屈一指。

“哪里有参天大树，它的下面必然
是一片沃土。”森源集团董事局主席楚
金甫如是说。从一家只有 4个人、10
万元启动资金的4人小厂到年收入逾
400亿元的“中国企业500强”，在森源
集团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政府提供的

“一站式”服务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动
力。

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许昌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促进民营经
济发展38条政策措施，成立了许昌市
民营经济发展局，并实行市级领导分
包重点项目、联系重点企业，以及企业
首席服务员制度，千方百计解决企业
在产销、融资、用工等方面遇到的难
题，帮助企业跨越市场冰山、融资高
山、转型火山。全市建立了总规模
8.43亿元的企业调贷资金池，累计滚
动为企业调贷超过 68亿元，帮助 100
多家企业渡过难关。

在全国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背景
下，许昌市民间投资逆势上涨。2016

年，全市民间投资完成 2078亿元，占
固定资产投资的 92%；民间投资增长
14%，其中民间工业投资增长33%，居
全省第 1位。今年 1-4月份，全市民
间投资增长 10.8%，分别高于全国和
全省4个、0.5个百分点。

内引外联，开放合作“加速度”

在位于长葛市大周再生金属循环
产业集聚区的河南晟丰科技有限公
司，机器轰鸣，不锈钢冷轧生产线上一
派繁忙的景象。这是许昌市中德合作
第一个建成项目，也是全省智能化程
度最高的不锈钢冷轧生产线。

“这样一条每月 3万吨设计产能
的生产线，以前可能需要 100多人流
水作业，现在 5个人就能轻松操控。”

该公司负责人庞国伟介绍，“这条生
产线采用世界最先进的西门子 TDC
智能化轧钢系统，引进德国西马克公
司技术，整条生产线实现自动化、智
能化生产，被业界赞誉为‘能思考的
生产线’！”

围绕开放合作，许昌市瞄准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精准引导企业“走出去”，完善优化鼓
励企业“走出去”，实现了到位资金“新
增长”，项目履约“新突破”，平台活动

“新成效”，对德合作更是亮点纷呈，仅
去年一年，双方“你来我往”14次，落地
项目12个、新签约项目25个、新增合
作意向 29个。中德（许昌）中小企业
合作区的“开花结果”，使许昌拥有全
国第八个、全省首个获批的中德中小

企业合作区，为许昌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外贸转型，创新当先。为主动适
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培育
外贸新动能，许昌市积极推进外贸创
新发展，稳步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建设，在全国中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检商“两证合一”，帮助辖区 340家外
贸企业实现检商“两证合一”，压缩时
间成本1300小时，为外贸转型发展闯
出了一片新天地。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
现，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跨境贸易方
式。许昌市积极创新对外贸易方式，
大力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先后引
入阿里巴巴、浪潮、河南云数集团等
150多家企业入驻，有力带动了发制
品、蜂产品、陶瓷、鲜切花、特色农产品
等出口快速增长。2017年，全市电子
商 务 交 易 额 5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4%，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97亿
元，稳居全省第二位，其中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33%。

优异成绩单背后的“高分秘籍”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5月 4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猎狐行动”再传捷
报，我省警方从韩国成功引渡5名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嫌疑人。

经洛阳警方侦查，2012年1月起，犯
罪嫌疑人赵某（目前在逃）、姬某、温某、李
某、董某、马某等6人在未经金融主管部
门许可，不具备吸收存款业务资质的情
况下，以年收益18%的高额利息为诱饵，
共向387人非法吸收资金1.4亿元。案
发后，赵某等人逃往韩国。2016年12月
19日，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6人批准逮捕。

赵某等人潜逃后，在公安部指挥下，
我省公安机关申请发布国际刑警组织红
色通报。2017年 6月，公安部通过外交
渠道就上述6名逃犯向韩国司法主管机
关提起引渡请求。今年2月27日，韩国
警方将姬某等5人抓获，并启动引渡审理
程序。5月3日，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
和我省警方派出工作组赶赴韩国。5月4
日，工作组将5名犯罪嫌疑人押解回国。

公安部“猎狐行动”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表示，这是我国首次从韩国引渡经济
嫌犯，也是“猎狐行动”一次性引渡人数
最多的国际执法合作成功案例。②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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