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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基层之声

□吕志雄

近日，一个领导干部向上级汇报工作

时，最后的回答掷地有声：“有困难，没问

题！”这种工作态度，让人不禁为之叫好。

这鲜明地体现着一种勇于履

职担责的精神。所谓“有困难，没

问题”，不是工作中真的没问题，矛

盾无处不在，困难就是问题，看到

和承认它们，是实事求是。之所以

响亮地表示“没问题”，就是有一种

“千困难万困难，真抓实干就不难”的积极

态度，有一种跃马关山、把问题踩在脚下的

豪迈气概；就是决心扭住问题，科学求实，

创新攻坚，善作善成。如此，有效克服困难

解决问题，完成任务自然就“没问题”。

比表态更重要的是担当，比决心更关

键的是方法。肩负起新时代的重任，并不

是轻松的事，脱贫攻坚、国企改革、大气污

染防治……哪一项没有繁重的工

作、纷繁的矛盾？都呼唤着党员

干部敢于担当，敢于亮剑，敢于胜

利：有困难，没问题！

困难是一道坎，是一道分水

岭。就像鲤鱼跳龙门，跳过去就

是一片新天地，进入一种新境界。“有困

难，没问题”，有了这样一股子劲头，中原

更加出彩就有了不竭动力。2

有困难，没问题！

□刘春香

5月 27日至 30日，2018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成
功举办。来自近 30个国家、100多个
旅游城市的市长或代表相聚一堂，共
商全球旅游合作发展大计。会后，参
会嘉宾深度体验了河南新推出的“中
华源”四条精品线路。

十年磨一剑，连续走过10年、持续
举办六届的市长论坛，已经成为中国文
化、中国旅游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赢
得各方点赞。

本届论坛得到了国际旅游业界及
各级政府部门的强力支持。文化和旅
游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为了
支持这一国际品牌，从郑州往返北京
两次参会，并在市长论坛上第三次盛
赞安阳林州红旗渠，将源于河南的这
一中国精神推向世界。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
祝善忠表示，河南向世界传递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信号：要通过论坛的举

办，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必将提升
河南省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旅游
地位。

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段强为论坛点
赞：市长论坛是旅游业界具有全球合
作意识的旅游盛会，必将在进一步促
进开放型世界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旅游扶贫与文旅融合是热点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河南旅游业
都自觉服务大局，以旅游促进扶贫，促
进就业，坚持旅游发展的成果与人民
共享。通过乡村旅游、分享经济等，让
广大的群众参与到旅游中来。

2014年，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
河南设立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站，与
世界共商共建，传播更多的河南经验、

中国经验。
本届论坛，河南敞开大门，向全球

旅游业界分享发展成果。
“河南有一个县叫新县，依托旅游，

老百姓的收入明显提升，很快就要摘掉
贫困县的帽子！”本次论坛上，李金早向
世界推荐了河南旅游脱贫经验。

河南与高德等单位共同打造的
“指尖上的河南”扶贫项目，也让与会
者耳目一新。目前，河南很多贫困地
区的旅游景点信息已经录入到高德
地图上，超过七亿的高德用户可以非
常方便地找到这些景点，通过旅游带
动百姓致富。

本次论坛，河南还向世界分享了文
旅融合发展的经验。近年来，河南在文
化的活化、时尚化方面，取得长足进

步。《少林禅宗音乐大典》《只有河南》和
方特欢乐世界等一大批旅游新产品，运
用高科技，让文化变得时尚可感。

围绕文旅融合，与会专家大咖也
纷纷为河南建言献智。

“旅游者要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
感。比如说一个苹果好吃，做旅游的
重点就应该在苹果园上，而不是苹果
本身。”

“文旅项目要寓教于乐，千万别板
着脸训人！”

这些真知灼见，为河南留下更多
有价值的智慧。

“河南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旅游大
省，完全有条件在文化旅游的融合发
展方面，起到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作
用。”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河南

充满信心。

论坛结出累累硕果

近年来，河南旅游投资始终保持
20%以上的增速。恒大、万达、华夏幸
福等区域运营商纷纷布局河南旅游。
本次论坛也带给河南旅游一份厚礼：
全省有 38个重点旅游项目与省外大
型 投 资 商 现 场 签 约 ，签 约 总 金 额
1132.9亿元。这些项目的落地将对河
南旅游业的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支撑
作用。

开放蕴含着机遇，合作带来共赢。
借助论坛，河南旅游品牌走向世界，也
让不少参会企业成为受益者。现场展
演的信阳毛尖、猴加官、洛阳牡丹瓷等
旅游产品，深受国际嘉宾喜爱。好想你

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慨地
说：“我就是这个旅游论坛的受益者，通
过这个论坛，我们的品牌走向了世界。”

“老家河南是个快乐老家”

本次论坛还围绕“一带一路”“共
享经济”等热门话题进行了充分研讨，
深挖服务经济的潜力、抓住世界旅游
喷薄而出的浪潮，是业界共识。

论坛的成功举办，赢得了国际嘉
宾的喝彩，更赢得了世界的关注。

“河南功夫了不起！街头跳街舞
的少年也很酷炫！”

“爱上河南，是因为交通方便快捷，
是因为广场舞大妈脸上幸福的笑容！”

“老家河南是个快乐老家！”
国际嘉宾纷纷对河南说“YES”,

盛赞有加。
一个古老的河南、时尚的河南、开

放的河南、温暖的河南，正敞开大门拥抱
世界，努力打造一个“全面开放、主客共
享”的生活空间，构建高层次对外开放
格局，与世界共赢旅游发展的新时代！

开放的河南与世界共赢旅游发展新时代
——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综述

5月 29日至 6月 2日，河南省儿
童医院对外交流迎来 2018年度第一
次小高峰，宽领域、深层次的国际交
流、国内合作正有序按规划向前推进。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工作
全面进入“换挡爬坡”、集中提升实力
的阶段。

5月 29日，河南省儿童医院与美

国卢里芝加哥儿童医院签署新三年合
作协议，双方进入更为广泛而深入的
合作层面。5月29日—31日，7位美方
专家分为5组与省儿医的相关科室进
行交流，其他合作也正有序推进中。

6月 2日，我国著名儿童血液病专
家、北京儿童医院党委书记王天有带
领11名血液科核心专家来到郑州，正
式启动与河南省儿童医院在血液肿瘤

方面系统、全面而深入的合作。当天
上午，河南省儿童医院也正式签约上
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内分泌
遗传代谢学专家顾学范团队。据了
解，河南省儿童医院与国内外共计20
个一流儿科医疗专家团队的合作事宜
已经商定，正式签约将陆续启动，合作
领域覆盖40余个儿科临床医技科室。

（下转第三版）

省儿童医院对齐标杆提水平
——紧密落实部署，儿科对外多元合作走向深入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近日，省
委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省
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社会和谐稳定，是人
民群众的热切期盼，是推进改革发展
的前提。今年以来，在各级各部门的
共同努力下，全省社会大局总体稳
定，但我省作为人口大省、发展中大

省，各种矛盾风险容易碰头叠加，维
护社会稳定须臾不可懈怠。各级各
部门必须深刻认识维护稳定的极端
重要性，切实提高政治敏锐性，始终
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能力，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突出重点，扎实做
好维护稳定各项工作。要把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
安全放在第一位，要积极防范和化
解各类社会矛盾，要深入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要坚决遏制重特大
安全事故发生。各级党委、政府要
进一步拧紧螺丝，切实履行好维护
稳定的政治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要高度重视、靠前指挥，把握科学
方法，解决突出问题，做到保一方平

安、惠一方百姓。各部门要强化责
任意识，扎实做好分管领域的稳定
工作。要畅通信息渠道，加强信息
研判，及时掌握情况，把握工作主动
权。要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处置机
制，确保各类矛盾得到及时有效化
解。对因工作不力、失职渎职导致
发 生 重 大 问 题 的 ，要 严 肃 追 究 责
任。③7

省委召开专题会议强调

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本报记者 王平 孙勇 冯军福
本报通讯员 刘景澎

5 月的睢县乡村，沃野平畴，麦
浪送香，大地孕育着成熟的诗意。

去周堂镇乔寨村的水泥路，平坦
如砥，畅通无阻。沿路进一小村，村
容整洁，鸟语花香，屋舍俨然。文体
广场、党员活动中心、标准化卫生室，
一应俱全。周堂镇党委书记刘克伟
说，乔寨村到了。

这就是睢县的深度贫困村乔寨？
“村委会牌子在那儿挂着，还会

有假？”村党支部原书记杨忠启，当过
兵，高门亮嗓，快人快语。

初见睢县审计局驻乔寨村第一
书记齐素静，人如其名，文静朴素，柔
中带刚。

两度驻村，风霜浸染，1973年出
生的她，早早有了不少白发，摘掉近
视眼镜，活脱脱一个中年“村妇”。

2013年，齐素静主动请缨，到尤
吉屯乡黄庄村驻村帮扶，一干就是两
年多，黄庄村民至今还念着她的好。

2015 年刚回单位，没等解鞍下
马，脱贫攻坚冲锋号吹响。组织上找
她谈话，派她到乔寨村当驻村第一书
记。齐素静说，感谢组织信任，我会
全力干好。

“既然选择了扶贫，就
要干出成绩；既然是党员，
绝不能丢党的人”

2015年 10月的一个清晨，上任
第一天，还没喝上乔寨一口水，乔寨

村民就给齐素静来了个“下马威”。
20多名村民代表团团围住了她：

先别说扶贫不扶贫，恁把俺村的路修
好再说，弄不成，哪里来，哪里去。

齐素静笑脸相对：兄弟姊妹，大
叔大婶，我来就是为村里办事的，给
我点时间，干不好，我卷铺盖走人。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和带着“火药
味”的强烈期盼，齐素静说：“没有压力
是假的，既然选择了扶贫，就要干出
成绩；既然是党员，绝不能丢党的人。”

将村里的大路小路走了个遍，走
访完村里的老党员和几十户群众，两
条裤腿沾满了泥，先干啥，齐素静心
里有了大致轮廓。

前些年村里唯一的柏油路，因为
村班子软弱涣散，无人管护维修，早破
烂得不成样子。乔寨村没小学，路是

孩子们去邻村上学的必经之道。下雨
天家长接送孩子，深一脚浅一脚，摔伤
滑倒是家常便饭，群众怨声载道。

乔寨村处于三个乡交界处，地理
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贫困面大。村
里现有 996 人，贫困群众最多时达
349人，因病致贫的占60%。刘克伟
坦言，“这个村是真正的‘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难中之难、坚中之坚’。一
个弱女子，能扛起这千钧重担吗？”起
初，他着实替齐素静捏了一把汗。

交通卡脖子，修路的事迫在眉
睫。“为早点修上路，素静姐几乎跑断
了腿，到相关局委软磨硬泡找领导，
筹措资金，争取立项，鞋都跑烂了。”
乔寨村的“80后”村委会主任王冬丽
回忆。

（下转第四版）

根据安排，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
期间（2018年 6月 1日-7月 1日）设
立专门值班电话：0371-65603600，
专门邮政信箱：郑州市70号专用邮
政信箱，邮编：450044。督察组受理
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00-20:00。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
理河南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
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
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郑州市给企
业设立环保“红黑榜”。今后，在环境保
护上违法失信的企业，将被列入“黑榜”，
接受联合惩戒；环保守信达标的企业，列
入“红榜”，能享受“特殊待遇”。这是记
者6月4日从郑州市政府获悉的。

据了解，当企业评分低于 60分时，
就将被列入“黑榜”失信名单，通过政府
网站或相关媒体进行公示，并推送至郑
州市社会信用信息平台，接受信用建设
成员单位的联合惩戒。惩戒措施主要包
括：加大执法监察频次，暂停各类环保专
项资金补助；金融机构对其审慎授信，在
其环境信用等级提升之前，不予新增贷
款；不得参与评优评先。被列入“黑榜”
的建设单位，将被限制参与郑州市的重
大项目招投标。同时，失信生产经营单
位法定代表人等也要受多项硬性惩戒。

而信用考核被列入“红榜”的单位，则
能享受诸多红利。诚信评价为满分的施
工单位，在橙色及以下重污染天气预警管
控和“封土行动”期间，经批准可进行土石
方类的施工作业；被列入“红榜”的建筑垃
圾清运企业，则在政府投资工程的垃圾清
运项目招投标中有优先资格。

同时，郑州市还推出环境污染有奖
举报暂行办法,市民可通过 12369电话、

“12369 环保举报”微信平台及“郑州环
保有奖举报”微信平台进行举报，最高奖
励5000元。③6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郑州设“红黑榜”奖优罚劣
举报环境污染最高可奖5000元

齐素静“绣花记”
——记者蹲点

本报讯（记者 孙静）我省外贸企业办
理货物通关手续再提速。6月 4日，郑州
海关发布消息称，从今年 6月起，我省全
面取消出入境货物通关单，企业办理法定
检验检疫物品的通关流程，从原先的申报
两次缩减为一次，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

郑州海关相关负责人解释说，出入
境货物通关单（以下简称通关单）是原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对法定检验检疫商品
签发的已办理报验手续的证明文书。“以
往，对于法定检验检疫进出口商品，外贸
企业需要先向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报
检，申领到通关单后，再向海关报关，海
关凭通关单办理手续。”

如今，这个至关重要的一环因通关
流程的再造被免去。据介绍，在出入境
检验检疫管理职责和人员划入海关后，

海关总署发出通知，要求由海关统一办
理进出口货物通关手续，并全面取消出
入境货物通关单。

与此同时，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海
关内部进行了通关流程改革。据了解，
企业以往需要向原检验检疫部门和海关
分别提交的数据，如今通过“互联网+海
关”及“单一窗口”的一次申报，在海关内
部就实现了数据流通和共享，对企业做
到“一次放行”。

通关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企业成本
的降低。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赵艳云告诉记者：“通过‘单一
窗口’申报，跟以前相比，节省了一半的
时间。这些为我们企业赢取客户、扩大
经营规模、拓展进出口渠道提供了更大
机遇，无形中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③7

我省全面取消出入境货物通关单

“单子”再减 通关更快

齐素静（中）到田间帮助贫困户收大蒜。②47 屈向前 摄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曾形象地指

出，精准扶贫需要下一番“绣花”

功夫。这“绣花”功夫该如何

下？商丘市睢县审计局驻乔寨

村第一书记齐素静，从基础做

起，从小事做起，拿出愚公劲头，

苦练“绣花”功夫，让昔日的贫困

村旧貌换新颜，受到了群众的由

衷赞扬，彰显了扶贫第一书记的

扎实作风，树立了良好形象。今

日本报推出人物通讯《齐素静

“绣花记”》，敬请关注。②29

三个“扶贫大礼包”请收好 河南政务服务迎来“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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