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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卢松 尹海涛

巡视工作担负着特殊使命和重大
政治责任，巡视干部是维护党纪党规
的铁军，手中握着监督检查权。那么，
谁来监督巡视组？如何严防“灯下
黑”？这个问题不仅中央、省委高度重
视，也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热议。

在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
下，十届省委第三轮巡视过程中，我省巡
视机构探索实行“巡视后评估”办法，对
省委巡视组的工作情况进行“评议”，让

“谁来监督监督者”之问有了回应和期待。

被巡视单位给巡视组表
现“打分”

“请大家不要离开座位，下面进行
巡视工作情况问卷评估。”6月 19日，
省委第一巡视组向郑州市金水区委反
馈巡视情况，主持会议的金水区委书
记陈宏伟宣布了最后一项议程。紧接
着，与会的金水区领导干部，每人拿到

一份“巡视组和巡视组成员有关情况
调查问卷”，并当场填写，回收。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被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为党要管党、从
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巡视干部已成为
纪律检查的“前哨”和正风肃纪的“尖
兵”。如何打造一支让党放心、人民信
赖的新时代巡视铁军？

近年来，我省认真落实中央巡视
机构“六严格”“五严禁”要求，并出台
省委巡视巡察干部“十不准”等规定，
以铁的纪律加强巡视巡察队伍建设。
今年出台的《十届河南省委巡视工作
规划》还明确提出，探索建立“巡视后
评估”制度，对巡视巡察工作作风和执
行纪律等情况进行评估。

6月 13日至 20日，十届省委第三
轮巡视集中反馈过程中，在各个反馈会
场，省委巡视办首次采用问卷调查的办
法，对省委巡视组的工作情况进行“评
议”。共向本轮 20家被巡视单位发放
2800余张问卷，全部于现场收回。

重点评议工作作风和纪律执行

“围绕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

从严治党‘三大问题’，巡视组的反馈
意见，是否客观真实反映了本市(县、
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巡视期间，巡视
组有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巡视组成员有无以巡谋私问题？巡视
组成员有无超越巡视工作权限问题？
巡视组成员有无泄露巡视秘密问题？”

7 月 2 日，记者在省委巡视办看
到，此次制定的“巡视组和巡视组成员
有关情况调查问卷”共设置了 5 个问
题，在每个问题下面，还设置了 3~4个
评价选项，让参与评议者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选择。

省委巡视办主任袁永新介绍，此
次巡视工作情况调查问卷的议题，是
在广泛征求被巡视单位党委负责人和
相关领导干部意见的基础上，紧紧围
绕巡视业务和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而
设置，重点是巡视组工作作风和执行
纪律情况。

自我监督管理的有益探索

“整体来看，此次问卷调查的效果
还不错，被巡视单位认真配合评价，对
巡视组的工作也很认可。”负责阅卷评

卷的工作人员说，虽然首次实行“巡视
工作情况问卷评估”，但这个巡视机构
勇于自觉接受监督的举措，受到了被
巡视单位的一致好评。

省委巡视办对收回的 2800 余张
问卷做了初步统计分析，绝大多数被
巡视单位对省委巡视组的工作作风和
纪律执行情况感到满意。在对巡视组
的巡视反馈意见评价选项中，基本都
选了“问题找得很准，主要问题都反映
了”这个选项，只有3张问卷选择了“个
别问题还没有反映”；在对巡视组纪律
执行情况的问题上，绝大多数被巡视
单位选了“没有（发现违纪情况）”，只
有8张问卷选择“不了解”。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者更要
习惯在监督下开展工作。”袁永新表
示，实行“巡视工作情况问卷评估”是
省委巡视巡察机构探索建立“巡视后
评估”机制、强化自我监督管理的一次
有益探索。“监督不是束缚，也不是不
信任，而是一种正常的工作方式。今
后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在评价体系、覆盖面和问题设置的
广度、深度等方面，进行持续探索和完
善。”③3

巡视进行时

谁来监督巡视组
——我省探索实行“巡视后评估”办法

★信仰的力量
——河南英模风采录

□本报记者 胡巨成 孔学姣 王斌

仲夏时节，信阳市商城县万物葱
茏，生机一片。在蓝天白云的掩映
下，位于商城县革命烈士陵园内的王
霁初文化广场，显得格外肃穆。

王霁初烈士纪念碑就位于广场
中央，碑上“八月桂花遍地开”七个镏
金大字熠熠生辉。

王霁初，男，中共党员，1893 年
出生于商城县城关镇，鄂豫皖苏区优
秀的文艺工作者，我党文艺战线的忠
诚战士，著名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
花遍地开》的创作者。

青年时期的王霁初就热衷于收
集民歌小调，并变卖家产在家乡商城
县组建了“双河班”，戏班子一经成立
就深受百姓欢迎。

1929年 5月 6日，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驻商城县丁家埠杨晋阶民
团的一个中队首先起义，商南各地纷
纷响应，商南起义爆发。5月 9日，各
路起义队伍按计划会师斑竹园，成立
了河南省境内第一支工农武装——
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12月 25日，红三十二师智取商
城，全城家家挂红布，人人系红带欢迎
红军进城。王霁初按捺不住喜悦的心
情，连夜编出歌颂革命斗争的歌曲《打
商城》。红军负责同志见王霁初有深
厚的文艺功底，便动员他从事革命文
艺宣传工作，王霁初由此参加革命。

12月 27日，在庆祝商城县城解
放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王霁
初采用商城民歌《八段锦》的曲调重新
填词谱写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开始传
唱。这首曲调欢快的革命歌曲一经诞
生就传遍了鄂豫皖苏区，并逐渐响彻
全中国。一大批农民在这首歌的启发
下参加革命，与旧势力作斗争。

1930 年初，为更好地配合革命
宣传工作，王霁初参与筹建商城县苏
维埃“红日剧团”并任团长。“红日剧
团”是鄂豫皖苏区党领导的第一个革
命剧团，1931年秋至 1932年先后调
归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鄂豫皖省委领
导，仍由王霁初任团长。

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王霁初以
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深厚的艺术功底，
先后创作了《穷人调》《十二月宣传
歌》《送郎当红军》等流传久远的革命
歌曲和新剧目。

1932 年，“红日剧团”随红四方
面军西征。1933 年初，王霁初在入
川后的一次战斗中，丢失了装着革命
歌曲、戏文的材料袋，他不顾众人劝
阻，坚持冒险返回寻找。然而，刚一
转身，乱枪就响了起来……王霁初壮
烈牺牲，时年40岁。1959年，河南省
人民政府追认王霁初为革命烈士。

烈士已逝，英魂不朽。在《八月桂
花遍地开》的诞生地商城，人们结合时
代精神，将王霁初留下的歌曲进行再
创作，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
化。商城县大别山民间歌舞传承中心
主任李明凤介绍：“我们对《送郎当红
军》等革命歌曲进行了改编，作为文化
下乡的重要曲目，深受群众欢迎。”③9

□本报记者 赵力文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年
来，我省持续奏响“停、调、改”绿色变奏
曲，解决发展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优
的问题，全省跑出绿色发展“加速度”。

淘汰落后产能 腾出发展空间

去产能，关停污染源头，持续发
力。

我省综合利用能耗、排放、质量、
安全、技术等标准，以化解煤炭、钢铁
过剩产能为重点，统筹推进火电、水
泥、玻璃、电解铝等行业落后和过剩产
能退出。与此同时，拆除关停小锅炉、

“散乱污”企业等一大批污染源，严控
污染项目。

2016年以来，全省累计退出煤炭
产能 4400万吨，压减炼钢产能 240万
吨，关停 103万千瓦煤电机组，全面取
缔22家“地条钢”制售企业。

2017年，全省10蒸吨及以下燃煤
锅炉全部完成拆除或清洁能源改造，
实现小燃煤锅炉“清零”。整治散煤销
售点 2388家，排查取缔燃煤散烧设施
4万余个。

全面整治取缔“散乱污”企业 8.3
万家，每年可减排烟粉尘 6.2 万吨、二
氧化硫4.7万吨、氮氧化物3.3万吨。

一系列关停行动，让不少企业看
到了重塑市场秩序的希望。

“作为致力绿色发展的企业，我们
不怕加严排放标准。”6月 29日，河南
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负责环保的经理
李鹏说，通过严格的环保管理，逐步淘

汰在环保上不投入或较少投入的企
业，有利于为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让
那些在环保上舍得投入、注重绿色发
展的企业取得更好发展。

加快调整结构 推动节能减排

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近些年，我
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的步
伐。

围绕装备制造、食品、电子信息、
健康养老、现代物流等12个重点产业，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在
新旧动能转换中推动节能减排。

这一转换突出表现在：2017年我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2.1%，高
技术产业同比增长16.8%，分别高于规
模以上工业 4.1 个和 8.8 个百分点。
2017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的比重达42.7%。

“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
化。2017年，全省新增风电 240万千
瓦、光伏发电 350万千瓦，煤炭消费总
量比2015年消减约1000万吨。

提高排放标准 推进绿色改造

绿色改造，成为不少企业必须迈
过的坎儿。

我省通过提高排放标准、实施排
污许可、加强绿色调度，倒逼企业绿色
生产，促进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经
营的全过程，推动企业高效、清洁、低
碳、循环生产。

焦作一家叫佰利联的企业，近年
来通过引进德国先进技术，在国内开
大 型 沸 腾 氯 化 法 钛 白 粉 生 产 的 先
河。钛白粉生产过去属于高污染生
产，从传统工艺的硫酸法升级为氯化

法后，大大降低了“三废”排放，实现
了资源循环利用，该企业发展迎来黄
金发展期。

一组数字反映了我省绿色改造的
成果——

全省正在运行的统调燃煤发电机
组和地方自备燃煤发电机组近两年内
全部实现了超低排放，全省钢铁、水泥
企业完成了特别排放限值提标治理。

2017年全省完成 5800个村庄的电网
改造，共新增供热面积 8916 万平方
米，是过去3年新增面积的总和。燃煤

“双替代”居民用户122万户，是过去 5
年新增用户的总和。

“企业有保护环境的责任，每个企
业都要担负起相应的责任。”河南润华
兴城置业集团总工程师陈文生的说法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企业的共识。③7

截至 2018 年 7月 2日，中央第
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信访
举报件共35批 5259件。其中，郑州
1278 件，已核查办理 958 件；开封
155件，已核查办理 98件；洛阳 495
件，已核查办理 322件；平顶山 219
件，已核查办理136件；安阳294件，
已核查办理190件；鹤壁96件，已核
查办理56件；新乡305件，已核查办
理 171件；焦作 239件，已核查办理
161件；濮阳 132件，已核查办理 93
件；许昌 181件，已核查办理 93件；
漯河 77件，已核查办理 46件；三门
峡 128 件，已核查办理 78 件；南阳
506件，已核查办理253件；商丘121
件，已核查办理 81件；信阳 258件，
已核查办理 180件；周口 116件，已
核查办理69件；驻马店195件，已核
查办理 116件；济源 112件，已核查
办理 72件；巩义 86件，已核查办理

61件；兰考13件，已核查办理11件；
汝州 62件，已核查办理 37件；滑县
31件，已核查办理 23件；长垣县 14
件，已核查办理 8件；邓州 50件，已
核查办理 38件；永城市 14件，已核
查办理8件；固始45件，已核查办理
28件；鹿邑 11件，已核查办理 7件；
新蔡11件，已核查办理8件；航空港
区15件，已核查办理11件。

按时限要求，应办结中央第一
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前 26 批信
访举报件总计 3413件，边督边改进
度较快、核查及案卷双合格办结率
较高的有许昌市（90%）、鹤壁市
（86%）、平顶山市（79%）、驻马店市
（79%）、长垣县（100%）、鹿邑县
（100%）；边督边改进度相对较慢、
核查及案卷双合格办结率较低的有
郑州市（43%）、濮阳市（48%）、济源
市（57%）、永城市（38%）。

绿色发展关键词⑦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边督边改情况

（2018年 7月 2日）

奏 响 绿 色 变 奏 曲
——七大关键词看河南环境保护系列报道之“绿色发展”

王霁初：我党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

6 月 29 日，
中国铁建十六局
集团郑许市域铁
路工程指挥部举
行“不忘初心跟
党走 青春建功
新时代”庆祝建
党 97 周年暨郑
许市域铁路青年
突 击 队 授 旗 仪
式。⑨ 3 杨晨
馨 摄

6月 28日，武陟县龙泽湖公园景色秀美。今年以来，当地加大力度开展生态水系建设，通过对水系环境进行梳理，建设
基础设施配套项目，逐步形成了水道引领、水城融合的生态宜居新城。⑨3 冯小敏 摄

（上接第一版）抓好创新载体，壮大创

新主体，完善创新机制，建设人才强

省，激活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要

深化改革开放，扎实推进机构改革，

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国企改革攻

坚，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提升开

放通道优势和平台优势，优化营商环

境，走好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要提

高政治站位，用更大的决心、尽更大

的努力，拿出更有效的办法，以更加

扎实的作风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补

齐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宏图入怀，时开新境。当我们真正

把经济发展转入高质量轨道，河南定能

早日实现从大到强的历史性飞跃，中原

大地将昂首迈向更加出彩的明天。2

（上接第一版）是一次高举旗帜、对标
看齐的会议，是一次牢记嘱托、共谋出
彩的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振奋精神
的会议，是一次明确目标、部署任务的
会议，是一次转变作风、强化落实的会
议。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王国生书
记、陈润儿省长的讲话要求，牢牢把握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党的建设高质

量、实现中原更加出彩的奋斗目标这
个主轴主线，牢记和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四个着力”“打好四张牌”
的重要指示。要围绕省委十届六次全
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
提高政治站位，提高思想境界，提高能
力本领，聚焦事关我省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问题认真履职尽责，在服务全省
大局中争做出彩河南人，创造新业绩，
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贡献。③6

开辟高质量发展新境界

（上接第一版）千方百计为青年排忧
解难，做广大青年信得过、靠得住、离
不开的贴心人，增强团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要落实好《中长期青年发展规
划（2016-2025年）》。

习近平强调，党的十九届三中全
会在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时，
也对深化群团组织改革提出了新的
要求。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群众的
桥梁和纽带，要紧紧围绕这个职责定
位来谋划改革，出实招、出真招，不掩
饰问题，不讳疾忌医，对症下药，刮骨
疗伤，真正从思想上、工作上、制度上
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要树立大抓基
层的鲜明导向，推动改革举措落到基
层，使基层真正强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切实落实从严治
团要求。政治上要严，坚持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加强共青团系统党的建设，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旗帜鲜明抵制各种歪风邪气，保持清
风正气和良好形象。团的干部队伍建

设要严，政治上、思想上、能力上、担当
上、作风上、自律上要强，做到对党忠
诚，敢于挑急难险重的担子，敢于到条
件艰苦、环境复杂的岗位锻炼，脚踏实
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团员队伍建设
也要严，在团员标准要求上严起来，从
把好入团质量关入手，抓好入团以后
的教育实践，带动广大青年一起前进。

习近平强调，青年工作，抓住的
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
来，攸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各级党
委要关注关心青少年成长，为他们成
长成才、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各
级党委要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
抓共青团工作，切实尽到领导责任。

会上，共青团十八届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贺军科汇报了共青团第十
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八届一中全
会的召开情况，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汪
鸿雁、徐晓、傅振邦、尹冬梅、奇巴图、
李柯勇分别作了发言。

丁薛祥、陈希、郭声琨、尤权参加
谈话。

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
让广大青年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

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六次全会
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水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