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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
遂旺）“如果说国企改革是块‘难啃的
骨头’，那么，最难啃的‘硬骨头’当属

‘僵尸企业’处置。我市在全省率先完
成了这项任务。”6月 22日，安阳市国
资委主任郑惠国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安阳市已累计处置各类“僵尸企
业”55家，妥善安置职工1665人。

近年来，安阳市在企业改制过程
中，发现有数十家企业连年亏损、扭亏
无望且资不抵债。据初步测算，这些
企业如推迟破产，仅五项社会保险费
和职工经济补偿金，每年就会增加几

千万元。
“长痛”不如“短痛”。安阳市经过

调查，摸清企业家底，精准定位，按照
破产法，大胆改革创新，采取“集中破
产、打包清算、分期安置”的办法，“打
包”处置了 41家“僵尸企业”，不仅节
约了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工作效率，还
降低了成本和费用，同时也确保了职
工权益。

去年 12月，安阳市又对剩下的 14
家“僵尸企业”展开集中处置。市委书
记李公乐、市长王新伟多次听取“僵尸
企业”处置汇报。常务副市长陈志伟

挂帅，负责解决“僵尸企业”处置过程
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安阳市设立了国安企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负责接收破产企业以及省属
国有企业剥离的退休职工等管理工
作。这家公司通过贷款和财政增加注
册资本金等方式，已接收破产及其他企
业39家，较好地解决了改革遗留问题。

“僵尸企业”处置难，职工分流安置
更是难上加难。对此，安阳市委、市政府
态度明确：不把职工问题解决好，国企改
革就算不上成功。安阳无缝钢管厂是家
停产18年的企业，多次改制未果，实物

资产残缺严重，职工款项长期得不到
清偿，处置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隐
患。安阳市国资委酝酿草案，反复征求
职工意见，多条渠道安置职工，不让职
工利益受损，目前已安置职工 240人，
企业也成功实施了破产。在这家企业
工作33年的老工人杨连喜坦言：“我不
喜欢夸人，但这件事，我认为政府办得
漂亮，没有遗留问题，干净麻利。”

“处置好‘僵尸企业’，使很多历史
遗留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是件打
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也是国企改革成
功与否的重头戏。”郑惠国说。③6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龙泉沟原是孟津县城郊的一处
荒沟，昔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被称
为孟津的“龙须沟”。如今这里绿草
丛丛、绿树成荫，清水潺潺、亭台散
布，成为风景宜人的龙泉谷生态公
园。6月 23日，周末闲适，公园里游
人如织。

在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孟津县
通过规划见绿、顺势而为、雨污分流，
建设的一条长达3公里、平均宽度400
米的生态绿廊已初具规模，增加了
100万平方米绿地，把“龙须沟”变成
市民向往的生态休闲公园，也改变了
孟津县城“守着黄河没有水”的历史。

孟津县是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省首批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县。该
县围绕洛阳市“一中心六组团”城市
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创建文明城市工
作和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坚持以“提
质”为核心，统筹城市与乡村、新区与
老城、建设与管理、形象与内涵，突出

“两治一改一提升”（管线入地“治
乱”、户外广告“治违”、沿街立面改
造、生态环境提升），全力打造生态宜
居健康城、文化传承示范区。

围绕创建文明城市，孟津县狠抓
城镇精细管理，全面开展“城乡清洁
家园”“文明经营”“文明餐桌”“文明
交通”等创建活动；启动“六项治理百
日攻坚行动”，重点解决交通秩序治
乱、市容卫生治脏、生态环境治污、违
章建筑治违、公共服务治差、镇村环
境治理等问题，努力营造群众满意的
文明环境。

近日，在实施了改造后，孟津县
城的桂花大道展露“白墙红檐青瓦”
的新容颜，彰显了古朴典雅的汉魏风
格，整条街显得端庄大气、风格统一。

孟津县按照“汉魏风、健康城”的
特色定位，突出城市设计理念，以“优
雅白+汉魏灰+赭石红”为城市主色
调，对老城区主干道进行高品质改造
和亮化提升，全面展示孟津文化底
蕴，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百城建设提质中，孟津县突出以
水润城、以绿荫城、生态修复，全力构
建城市生态风景线。

做好生态水系文章，打造“全域
联通、活水绕城”的水系景观。孟津
县启动实施了总长近 30公里的瀍河
全流域治理，新建成了占地 760 亩、
水面达400亩的瀍源公园。

做好生态植绿文章，实施“见缝
插绿”。孟津县完成边角绿地建设86
处；动员“拆墙透绿”，拆除沿街 26家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院围墙，实现
绿地共享；推进“拆迁建绿”，拆除违
章或有碍观瞻建筑，新建街头游园13
个；落实“应绿还绿”，在县城新规划、
实施 8个大型生态公园，目前已建成
4个，正在建设2个。

据介绍，孟津县 2017 年实施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项目 96 个，完成投
资 17.5亿元；今年实施项目 52个，计
划完成投资 30 亿元，目前已完成
项目 22个。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
以来，孟津县城规划区新增绿地面积
160万平方米，人均增绿 16平方米，
一个美丽宜居的生态新城悄然出现
在人们生活中。③5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6 月 21
日，副省长霍金花深入驻马店市汝
南、新蔡等县调研指导防汛工作。她
强调，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各级各相
关部门要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安
全度汛。

在汝南县，霍金花实地查看了宿
鸭湖水库、汝南拦水闸、班台分洪闸和
班台王庄村除险加固工程现场。她指
出，要科学研判今年防汛形势，清醒认

识到防汛工作的严峻性，坚决抵制麻
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及早谋划、提前部
署，扎实做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

在新蔡县，霍金花查看了西湖、
北湖、东湖水库生态水系建设工地和
班台分洪闸，对新蔡县因势利导、建
设生态水城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她说，新蔡县变天然的防汛劣势为生
态宜居的自然景观，做法值得借鉴。
要把水系工程建设成百年工程，真正
成为民生福祉。③3

本报讯（记者 李点）今年我省两
会期间，民盟河南省委和省政协委员
韩冠先等 4位委员提交的《关于加强
城市共享单车管理的提案》，被省政
协列为 2018 年度重点督办提案。6
月 22 日，省政协采取实地考察与协
商座谈相结合的形式，就这一提案进
行协商办理。省政协副主席张震宇
出席会议。

座谈中，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
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提案办理
情况，提出共享单车企业要科学调控

投放计划，配套跟进设施建设，政府
相关部门要结合我省实际，尽快研究
制定共享单车管理办法，为共享单车
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张震宇就办理好政协提案和做
好共享单车管理提出了要求，指出要
尽快出台共享单车管理标准与规范，
利用信用制度规范用户骑行，引导市
民文明用车、安全用车。省政协将提
高提案办理协商实效，与提案承办单
位通力合作，推动城市共享单车管理
更加完善。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机器、设
备、原料等已清理到位，裸露黄土部
分全部覆盖抑尘网，绿化复垦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6 月 23 日
上午，记者在汝州市陵头镇与登封
市送表矿区交界处见到，两家存在
严重污染的非法石料场已经被彻底
取缔。

分包该起案件的汝州市政府党组
成员史清秀介绍，6月 6日，接到中央
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登封市送表矿区
与汝州交界处采石场扬尘污染严重”
的案件线索后，该市立即组织调查核
实。尽管发现举报件所涉及的污染企
业并不在汝州市辖区，但是，该市举一
反三，进一步全面排查，并对排查出的
另外两家非法石料场进行取缔，使困
扰周边居民的粉尘、噪声污染得到了

彻底解决。
汝州市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

“回头看”交办的整改问题，建立了
由市四大班子领导包案的“三级责
任分解工作机制”，其中分包市领导
对辖区内相关案件负总责，乡（镇）、
街道“一把手”为案件办理召集人，
行业相关委局“一把手”为案件办理
协助责任人，对案件逐一现场核实、
办理。

同时，由市纪委牵头成立 6个案
件督办组，对交办案件全程跟踪督办，
确保全面整改到位。

6 月 15 日，汝州市委书记、市长
陈天富实地督导中央环保督察“回头
看”交办问题整改情况。对东建材市
场和附近住宅小区污水管网无法接入
城市主管网，只能排入临时沉淀池的

情况，陈天富要求相关单位要高标准
进行整改。目前沉淀池内和周边垃圾
已清理完毕，并进行消毒除味处理，接
入工程也正在昼夜施工。“对交办的问
题线索，要逐一详细核查，严格按标准
立行立改。对整改不力者，要对照‘三
级责任分解工作机制’，严肃追究责
任。”陈天富说。

在高标准办理交办案件的同时，
汝州市还进一步排查各类污染源，解
决历史欠账和遗留问题。6月7日，针
对群众反映煤山街道肖庄村养猪场粪
便污水直排问题，汝州市组织人员将
该养殖场生猪全部转移到适养区，并
对养殖设施进行了拆除，同时，责成市
畜牧局对禁养、限养区内的养殖场开
展全面排查，全力化解由此引发的环
境信访矛盾纠纷。③8

省政协就加强城市共享单车
管理开展重点提案督办

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
确保安全度汛

孟津：

构建城市生态风景线

百城提质暨文明创建撷英

啃下国企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

安阳在全省率先完成“僵尸企业”处置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汝州：领导包案 全面整改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6月23日)

截至 2018年 6月 23日，
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转办信访举报件共 25
批 3218 件。其中，郑州 927
件，已核查办理 589件；开封
90 件，已核查办理 40 件；洛
阳 305 件，已核查办理 177
件；平顶山 125件，已核查办
理 66 件；安阳 176 件，已核
查办理 92件；鹤壁 53件，已
核 查 办 理 31 件 ；新 乡 158
件，已核查办理 75 件；焦作
146件，已核查办理 74件；濮
阳 86件，已核查办理 37件；
许昌 88 件，已核查办理 47
件；漯河 39 件，已核查办理
20 件；三门峡 71 件，已核查
办理 35 件；南阳 236 件，已
核 查 办 理 113 件 ；商 丘 79
件，已核查办理 44 件；信阳
169 件，已核查办理 105 件；
周口 64 件，已核查办理 35
件；驻马店 109件，已核查办
理 67件；济源 65件，已核查
办理 28件；巩义 59件，已核
查办理 37件；兰考 11件，已
核查办理 7 件；汝州 36 件，
已核查办理 20 件；滑县 23
件，已核查办理 14 件；长垣
县 8件，已核查办理 5件；邓
州 36件，已核查办理 20件；
永城市 5 件，已核查办理 1
件；固始 28 件，已核查办理
20件；鹿邑 7件，已核查办理
4 件；新蔡 8 件，已核查办理
3件；航空港区 11件，已核查
办理 5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
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的前 15 批信访举报件总计
1811 件，经省现场核查组核
查认定，符合边督边改要求
的 1285件。

6月23日，宁陵县水利局组织大型机械作业队在该县清水河乔楼乡段清理淤泥。连日来，宁陵县按照“水清、畅流、岸
绿、景美”的要求，对全县主要河流进行淤泥清理、垃圾打捞、景观提升等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质量。⑨3 吕忠箱 摄

（上接第一版） 北京高占祥文化艺术
基金会理事长高飞，驻马店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戚存杰，汝南县委书
记彭宾昌等出席并为“十佳阳光少年
标兵”颁奖。

在汝南县“阳光少年”评选助推
“新时代好少年”培育研讨会上，高占
祥对汝南以开展“阳光少年”评选为载
体，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阳光少年
评选要适应国家大的形势；要与时代
发展同步进行，要不停、不断地开展下
去；要把孩子们看成是阳光少年的主
人，千万不要把孩子作为一个对象；要
把这次研讨发言情况结集成册，把成
果散发到其他地方；明年考虑开一个
全国性经验交流会加理论研讨会和阳
光少年专题演出会，介绍汝南、驻马店
的经验，祝汝南的阳光少年明年更阳
光！在驻马店更闪光！到北京、到全
国去闪光！

评致富标兵 助脱贫攻坚

作为省级贫困县，汝南县委、县政

府始终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2014年以来全县累计脱
贫 5.8万余人，退出贫困村 66个，贫困
发生率由 11.2%降至 3.51%，2017年，
全 县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10983.6元，同比增长 9.3%，高于全省
增幅 0.6 个百分点。今年 3 月 3 日至
12日，省调研评估组在对汝南进行脱
贫摘帽评估后，认为“汝南县脱贫攻
坚工作政治站位较高，工作思路清
晰，项目谋划准确，措施推进有力，工
作基础扎实，评估抽查的 5 个村 110
户 419人中错评率、漏评率均为 0，群
众满意度 96.3%，各类数据指标已接
近或达到脱贫标准”。

在做好产业扶贫等各项工作的同
时，汝南县注重扶贫先扶智与志，激发
贫困户内生动力，带动贫困户由“让我
脱贫”到“我要脱贫”转变。为此，县里
结合干部“五天四夜”驻村帮扶，广泛
开展“脱贫致富标兵”“感谢党恩光荣
户”等评选活动，用群众身边的典型激
励贫困户主动脱贫，勤劳致富。该县
东官庄镇宋屯村贫困户江国旺在镇村

干部帮扶下，通过种植花木，2017 年
仅销售雪松一项就收入十万多元，不
仅顺利脱了贫，而且还被县里评为“脱
贫致富标兵”，在全县大会上披红戴
花受到表彰；三门闸街道大新庄村贫
困户肖春红，在帮扶队员帮助下，丈
夫到县里免费参加培训后，学到一手
过硬的焊接技术，外出打工月收入七
八千元，村干部为她在村里安排了一
个公益岗位就业，一家人顺利脱了
贫。在今年的汝南县脱贫摘帽决战
誓师大会上，肖春红作为脱贫致富代
表，在全县大会上发言，让她一下子
成为“名人”；南余店乡徐庙村徐庙七
组村民徐耀武，患强直性脊柱炎，三
级残疾，丧失劳动力。2017 年，他在
政府和帮扶队员帮助下，多方筹措资
金 5万元，发展土鸡养殖，经过夫妻俩
辛勤努力，2017 年出栏成鸡 3000 多
只，年收益 5万多元，不仅被评为全县

“脱贫致富标兵”，而且在南余店乡脱
贫攻坚誓师大会上作典型发言，这让
老徐很有成就感。

5月 17日，在全县脱贫攻坚摘帽

决战动员会上，有 157名“脱贫致富标
兵”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全县
1000 多名“脱贫致富标兵”受到乡镇
（街道）的表彰，大大激发了贫困户脱
贫内生动力，脱贫光荣，懒惰可耻的观
念正深入人心，主动脱贫，积极致富正
成为越来越多贫困户的自觉行动。

评道德模范 倡文明新风

近年来，汝南县以建设“道德高
地”、打造“好人之城”“五进三评一考
核”为总抓手，凝聚社会正能量，倡导
时代新风尚，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全县树立了一
大批道德楷模：先后有诚实守信苗明
霞、诚信保姆付小粉、助人为乐王国
顺、孝老爱亲李东霞、助人为乐邱长兴
等5人荣登“中国好人榜”；4人成功入
选“河南好人榜”，2人被评为河南省道
德模范，12人荣获“驻马店好人”,100
多人被评为“汝南好人”“道德模范”。
特别是见义勇为的黄道笑，救火英雄
王力宏、李献华，勇救被卡女童的“托
举哥”马小印、张保华等英雄人物，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褒扬，在全省乃
至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有力地提升
了汝南的美誉度。

注重褒奖，弘扬正气。通过广泛
宣传、发动群众参与“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等先进人物的发现、培养、推荐、
评选和学习，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
得着、学得到的“模范”，道德建设先进
典型不断涌现。对评选出的典型，县
里除了进行表彰，县委主要领导亲自
颁奖授牌，发慰问金外，还优先从中推
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让好人政治
上有地位、社会上有荣誉、经济上不吃
亏。全县共有 12名道德模范当选为
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县电
视台、城区主干道宣传栏等载体，对评
选出的“汝南好人”“道德模范”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进行宣传，形成“好人光
荣”的浓厚氛围。

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充分发挥
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三门闸街道大新庄村周屯组妇女何
艳，因带领妇女义务修路，去年被评为

“汝南好人”后，带领本组 6名妇女成
立“帮扶小组”，热心为村民办好事，被
群众亲切地誉为“六朵金花”。河南金
鹏管道有限公司总经理贾陆军当选为

“汝南好人”后，更加注重投身公益事
业，累计投入 2200万元，让利完成 19
个自然村的旱厕改造工作，完成路面
硬化约 10000多平方米，铺设排污管
道约 50000米，配套污水处理池 2000
多立方米，有 15000人口受益。县人
民医院保安黄正勇被评为“汝南好人”
后，把荣誉当作新起点，带出一个好保
安团队。他的父亲自豪地说：“看到儿
子被评为‘汝南好人’，受人尊重和喜
欢，比啥都高兴！”

在道德模范的示范带动引领下，
汝南县党群、干群关系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良好局面：近年来，汝南县成功创
建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文明
县城，先后获得驻马店市精神文明建
设工作先进县，市信访工作先进县，市
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等，好人之城的效
应日益凸显，正在转化为推动汝南快
速发展的强大力量。

汝南：道德“花”开香满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