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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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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打造全国私募基金高效服务基地

管好“私房钱”孵化“独角兽”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记者 栾姗

校园科技竞赛中的小手工，现场采
摘蔬菜涮汤吃的火锅店……任何一个好
点子都可能引起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人的
关注，直接拿着“钱袋子”跟你谈合作。

6月 8日，省发改委、省工商局、省
政府金融办联合下发《关于促进郑州龙
子湖智慧岛私募基金集聚发展的通
知》，提出要以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
智慧岛为核心，将我省打造成全国私募
基金高效服务基地。

人才咋引进？
一人来 全家都受益

私募基金投资管理人有一个好听
的名字“天使投资人”。目前，郑东新区

龙子湖智慧岛已入驻申请有 100家基
金企业，有千余名“天使投资人”，管理
基金规模突破 1600亿元，主要投向融
资贵、融资难的中小微企业。

为了吸引北广深、沪江浙的优质私
募基金管理人来到河南，我省将从工作
和生活两个方面完善私募基金扶持举
措，一方面对引入的知名私募基金管理
人，提供落户奖励，对其购买、租赁办公
用房加大补贴和补助力度；另一方面明
确基金高端人才业绩奖励、人才公寓等
政策措施，向基金高端人才提供配偶就
业、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

机构咋成长？
敲黑板 投资划重点

独角兽企业已成为新经济企业发

展目标、投资界的关注焦点。省政府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全说：“独角兽公
司之所以稀有而且珍贵，是由于它创办
时间短且估值超过10亿美元。”

龙子湖智慧岛集聚发展厚朴建
业、中金汇融、赛伯乐投资等一批知名
品牌私募基金，意在打造中国独角兽
企业在河南的“新摇篮”。“UU跑腿，很
可能就是河南本土最具有潜力的独角
兽企业。”赛伯乐投资董事长朱敏说。

我省将优先筛选畜牧种养、先进制
造、现代服务等行业高成长企业，建立
省私募基金被投企业数据库，引导私募
基金投向重点发展领域，并依托中原证
券、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河南智慧岛投
资有限公司等机构，举办中原基金岛基
金投资企业路演活动，推动资本与项目
对接。

产业咋扶持？
一站式 管家来服务

私募基金做得好，会激活中小微企业
的“一池春水”，也会带来大量的关联产业。
郑东新区金融局相关负责人说，他们将吸
引证券公司等基金托管服务机构及其他
金融机构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
以及管理咨询等其他各类产业入驻龙子
湖智慧岛，发展建设“一站式”综合金融服
务区，为中小微企业提供管家式服务。

而我省也将打通“公募+私募”的基
金通道，推动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和会
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提高对私募基
金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中原银行等
法人金融机构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私募
基金托管等业务。③3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遂旺）“要高质量完成中央第一环
保督察组转办的事项，要一案一专
办，立即组织现场调查核实，依法依
规严肃处理，严格按照规定时限和程
序上报办理结果，做到立行立改，立
改立报，件件有落实，办毕有公示，效
果受监督。”6月 10日，安阳市委书记
李公乐表示，要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
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追究不
到位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截至6月 10日，安阳共收到中央
第一环保督察组交办案件 43件，已
有办理结果 8件，其余正在按照程序
办理。围绕群众反映粉尘污染、噪音
扰民、违规生产、畜禽养殖污染等问
题，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相关
部门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限期整
改。有文峰区群众反映邻近商户的
油烟过大，该区主要领导带队察看，
当即要求 4家商户更换净化设备，仅
用 1天半时间就解决了问题，油烟去
除率90%以上，令投诉人非常满意。

近日，该市专门召开市委常委（扩
大）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落实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工作。对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交办的重点案件，市委书
记、市长挂帅现场调研，提出整改意
见。对其他案件，采取分管领导负责
制，夯实责任主体。对所有案件第一
时间调查处理，实事求是，立行立改，依
法依规，严格处理，并将信息及时反馈
给信访举报人。

在开展大排查，大整治工作中，
该市对以往反馈的环保问题和信访
投诉事项，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汇总，
进行复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和效果

“回潮”。市长王新伟带领有关人员
深入一线，督导调研环境污染问题整
改落实工作，察看部分黑臭水体整治
工程、建筑施工工地、山体裸露修复
工程和扬尘污染严重企业整改工程
现场。对发现的问题认真查摆，举一
反三，在长效机制建设、工作制度落
实上下功夫，堵塞了管理漏洞，提升
了工作水平。

目前，安阳市着力抓好工业企业
提标改造，“散、乱、污”企业取缔、集中
供暖、柴油重卡整治、扬尘治理等突出
问题，统筹推进12项涉气、5项涉水、5
项涉土专项治理行动。③9

本报讯（记者 李若凡）凉爽天
气伴随着周末结束了，本周“热力”
将持续升级。6月 11日至 13日，我
省 淮 河 以 北 大 部 分 地 区 将 出 现
35℃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
38℃~39℃。

省气象台预测，本周我省大部
地区仍以晴天为主，前中期我省大
部分地区将出现 3天左右的高温天
气，预计全省周平均气温接近常年
同期略偏高。周平均气温：西部山
区 22℃ ~24℃ ；其 他 地 区 25℃ ~
27℃。周内极端最高气温：北中部
37℃~39℃，其他地区35℃~37℃。

此外，受弱冷空气影响，周末前
后全省有一次弱降水天气过程。预
计全省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
周降水量：全省 3mm~7mm，西部
部分地区11mm~20mm。

本周主要天气过程，周二（12
日），西部、北部晴天到多云，傍晚到
夜里局部有短时阵雨、雷阵雨；其他
地区晴天间多云。周一到周四（11
日~14日），全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35℃~36℃的高温天气。其中，北中
部局部地区 38℃~39℃。周末，全
省大部分地区有一次阵雨、雷阵雨
天气过程。③9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古国凡 张译方

6 月 8 日，记者登上平顶山山
顶，只见山南坡的平顶山市卫东区
贾庄回民义地林木茂盛，已成为一
处供生态观光、休闲采摘的旅游景
区。7年前，这里可是一片荒山，没
有树，只有杂草和石头。

是谁把荒山变成了青山？记
者见到了正在引着旅客采摘鲜果
的黄永克、方向荣夫妻俩，丈夫裤
腿翻起，双手沾满饲料，额头上挂
着细密的汗珠，妻子提着满篮鲜
桃：“让你们见笑了，来尝尝，这桃
可甜了。”

那是 2011 年春节刚过，黄永
克、方向荣夫妻俩经人介绍，怀揣
着脱贫致富的梦想，拉上锅碗瓢
盆，带着两个孩子从襄城县农村来
到了平顶山南坡的卫东区回民义
地安营扎寨。当时，住的是透风漏
雨的破房子，看到的是乱石嶙峋的
荒山。“向荣，咱既然来了就要干下
去，让这片荒山绿起来，也让咱的
腰包鼓起来。”丈夫鼓励妻子说。

“我听你的，只要好好干，就没有过
不去的坎。”妻子坚定地回答。于
是，夫妻俩拿着东挪西借的十多万
元“绿色事业”资金，一头扎进了
荒山里。

天刚蒙蒙亮，他们就在这荒山
沟里铲除杂草，清运垃圾，把上山道
路改造为梯田式沟槽，出动机械拉

土填坑。一次在填乱石坑时，黄永
克的一只脚被挖掘机碰伤，鲜血直
流，山上没有绷带，妻子只能把身
上的衣袖撕下为丈夫包扎。伤口
还没痊愈，黄永克就外出购买树
苗。

夫妻俩对果树苗像对自己的孩
子一样精心，遇到旱天，跑到 5里外
的山下拉水浇树，还请来果树专家
修剪、拉枝。两人像攻城拔寨一般，
一层层、一片片地开垦，200亩荒山
终于泛起了绿色。第三年头上，满
山果树硕果累累，引来络绎不绝的
观光采摘者。

战胜困难后的喜悦，更加坚定
了夫妻俩干事创业的信心。两人
决心发展林下循环经济。2015年，
他们东拼西凑 10万余元盖起几排
鸡舍，精心选购了 2000 多只种鸡
种鸭，但由于不懂饲养技术，两个
月陆续死了 1000 多只，方向荣心
疼得直抹眼泪。丈夫眼含热泪说：

“向荣，不要被困难吓倒，直起腰杆
来，困难是暂时的，咱要继续干下
去。”夫妻俩总结教训，请来专家现
场指导，林下养殖逐渐走上了正
轨。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他们
养的鸡鸭极少生病，产出的鸡蛋、
鸭蛋味道鲜美，受到游客青睐。

目前，夫妻俩养的鸡鸭达 5000
余只，鸡蛋、鸭蛋畅销北京、新疆、广
州、上海等地，加上水果，年收入 20
余万元。

眼下，黄永克、方向荣夫妻俩
已着手绿化更多的荒山，扩大林
下养殖面积。“从长远看，打造生
态 果 园 大 有 可 为 ！”黄 永 克 充 满
了希望。③6

七年垦荒山 换来丰收果

本周我省最高气温直逼40℃

安阳落实任务不打折扣

举一反三高质量整改

6月 10日，洛阳高新区银隆
新能源洛阳产业园建设工地，工
人在绑扎柱基钢筋。该项目总投
资约 150亿元，主要建设新能源
整车电车厂、钛酸锂电池厂及配
套产业园区。项目建成投产后将
形成年产 1万辆纯电动商用车、
5000辆纯电动特种专用车及配
套新能源电池的生产能力。⑨3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通讯员 王
烜）“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
措，是对许昌市推进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和污染防治攻坚工作成效的深度检
验，我们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
举措，深入抓好问题整改，做到‘彻底
改、改彻底’。”6月 10日，许昌市委副
书记、市长胡五岳表示，要统筹推进，
精准施策，以过硬的整改实效，推动全
市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自6月2日起，中央第一环保督察
组向许昌交办了多起环境问题信访举
报案件。其中，群众举报许昌市东城
区天宝路夜间拉土方车辆噪声扰民问
题严重。在调查核实情况后，许昌市
不仅成立综合执法小分队设卡点进行
夜间整治，还第一时间在全市开展城
市工程运输车辆专项整治行动，严查
城市工程运输车辆噪音扰民、抛洒泄
漏、超载超限等突出违法行为。

立行立改抓落实。针对中央第
一环保督察组“回头看”交办的信访
案件，许昌市按照一个问题一套档
案，实行项目管理、台账推进、全程留
痕，对调查属实的问题综合采用立案

处罚、停产整治、限期整改、关停取缔
等手段，逐项整改完成，确保对标达
标。市、县两级在办理过程中抓好

“快速转办、现场核查、对标整改、严
肃问责、沟通协调、提前反馈、信息公
开”7个环节，立行立改、逐个销号，确
保办案质量和效率。

举一反三抓长效。许昌市以中
央环保督察“回头看”为契机，坚持由
点带面、标本兼治，梳理同类问题、主
动查补短板、集中清理整治，扎实推进
信访案件反映问题和同类问题的彻底
解决。聚焦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许昌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扬尘污染
防治、重型柴油货车专项治理、大货车
远端分流、油烟治理、燃煤散烧治理等
重点工作，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
攻坚，统筹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夯实责任严问责。许昌市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工作
要求，明确各项工作任务领导责任、主
体责任和主管责任，对在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过程中行动迟缓、措施不
力、问题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坚决实施
严肃问责，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决
策部署在许昌落地生根。③9

许昌统筹推进精准施策

立足长效机制抓落实

截至 2018年 6月 10日，中央
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信访举报件共 9批 1070件，经对
各地上报结果汇总，已有办理结
果 244件。其中，郑州 389件，已
有办理结果 84件；开封 20件，已
有办理结果 6件；洛阳 115件，已
有办理结果 20件；平顶山 32件，
已有办理结果 10件；安阳 43件，
已有办理结果 8 件；鹤壁 17 件，
已有办理结果 9 件；新乡 42 件，

已有办理结果 4 件；焦作 45 件，
已有办理结果 8 件；濮阳 21 件，
已有办理结果 3 件；许昌 26 件，
已有办理结果 5 件；漯河 11 件，
已有办理结果 4 件；三门峡 19
件，已有办理结果 4 件；商丘 31
件，已有办理结果 13件；周口 22
件，已有办理结果 15 件；驻马店
39件，已有办理结果 17件；南阳
55 件，已有办理结果 5 件；信阳
56 件，已有办理结果 9 件；济源

13 件，已有办理结果 4 件；巩义
15件，已有办理结果 5件；兰考 6
件，已有办理结果 1 件；汝州 14
件，已有办理结果 1 件；滑县 7
件，已有办理结果 0件；长垣县 3
件，已有办理结果 2 件；鹿邑 3
件，已有办理结果 0 件；新蔡 1
件，已有办理结果 0 件；邓州 12
件，已有办理结果 4 件；固始 11
件，已有办理结果 3件；航空港区
2件，已有办理结果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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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驻时间：
2018年6月 1日-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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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8:00-20:00

中央环保督察组公告

（上接第一版）
“接地气”“很‘解渴’”“讲到心

坎上了”……党的创新理论如同春
雨，浸润了党员群众的心田。

让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风雨中的泡桐树，抗盐碱挡风
沙脊梁的风采，当年的栽树人，梦里
走过来……”在兰考县东坝头乡张
庄村，由开封市组建的“红色文艺轻
骑兵”焦裕禄精神宣传小分队，通过
唢呐《桐花吟》、配乐诗朗诵《人民呼
唤焦裕禄》等文艺节目，向群众宣传
解读焦裕禄精神。

“太阳一出红满天，五洲四海卷
起狂澜，古老的中国龙腾飞崛起……”
鹤壁市淇滨区新世纪广场上，时常
传出婉转动听的河南坠子《十九大
精神天下传》。市民张大爷听得聚
精会神：“这样的宣传形式，大家听
得懂、喜欢听。”

基层宣讲，就是要做老百姓的
特殊“翻译官”。宣讲员以“小话题”
反映“大主题”，用“小故事”说明“大
道理”，用“河南话”“百姓话”讲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让思想的光芒照到每个社区、每
个村落、每个人的心里——

在校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全
面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用理想
和信仰之光，为青年师生点亮人生
的前行之路；

在洛阳市瀍河区“三新”讲习
所，宣讲员提前收集大家想听的课
题，再有针对性地备课，“点菜”式宣
讲受到党员群众一致好评；

在新县，“新县宣传”“红廉小
镇 印象箭厂河”“茶香八里”等微
信公众号及时刊播宣讲动态，让
广 大 干 群 随 时 随 地 接 受 党 的 理
论……

每一场宣讲，主题鲜明、重点突
出；每一份报告，运用群众听得懂、
听得进的语言，把怎么看、怎么学、
怎么做讲全、讲深、讲透，让党的创
新理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在中原
大地落地生根。

新时代呼唤中原儿女新作为

“宣讲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
对性，聆听宣讲后，我对党的十九大
报告有了更全面的认识。”“我们要
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真功夫，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宣讲
为进一步全面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目标更加明确了、行动更加自觉了、
工作更有章法了。

宣讲让干部群众干劲更足了。
“宣讲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让我
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深刻的领
会，备受激励鼓舞。”汤阴县国税局
职工程凯深有感触地说，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全面落实“四个着力”

“四张牌”“三个起来”，为建设出彩
河南添砖加瓦。

宣讲为企业发展指明了道路。
“宣讲把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通过详实的
背景和案例讲得清晰易懂。”郑州市
热力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舒
表示，将带领企业职工，用实际行动
贯彻新思想，把学习效果体现在推
动集中供热事业发展上来。

宣讲激发了干部群众学习新
思想的热潮。截至目前，作为宣讲
重 要 内 容 的《习 近 平 谈 治 国 理
政》，在 我 省 发 行 量 达 到 84.4 万
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三十讲》成为党员干部学
习时的重要辅助读物，发行量达
82.66万册。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一
次次生动的宣讲，犹如春风化雨，加
深了党员干部群众对党的创新理论
的理解；一场场精彩的报告，好似策
马扬鞭，激发起大家干事创业的干
劲与激情；一幕幕互动交流的场景，
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准确、全面、
深入领会新思想的过程中坚定信
心，为出彩中原凝聚力量。③9

新思想的光芒闪耀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