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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8月 27日至
30日，驻豫全国人大代表调研组就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赴许昌、开封调
研。驻豫全国人大代表霍金花、丁巍
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来到禹州市华庄社
区、长葛市鲜易控股公司、兰考县代
庄村等进行实地调研，并在两市召开
座谈会，听取当地情况汇报，就农村
人居环境改善、特色农业发展等提出
具体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在座谈中指出，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多措并举加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要着力促进产业兴
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以产业为支撑，实现乡村经济多元
化发展；要创新投融资制度机制，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水源泉，促进工商
资本“下乡”，发挥好助推乡村振兴
的积极作用；要推进文化振兴繁荣，
积极塑造乡村文明新风貌；要持续
抓好脱贫攻坚，着力补齐乡村振兴
工作短板；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切
实强化乡村振兴组织保障，用“三股
劲 ”把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贯 彻 好 落 实
好。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李海）8月 31日至 9月 1日，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考察学习
时指出，援疆工作是必须履行好的重
要政治任务，援疆干部要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要求牢记心中，把哈密当家
乡，把各族群众当亲人，用真心真情
做好工作，团结各族群众感党恩、听
党话、跟党走，进一步落实省委书记
王国生考察援疆工作时的指示精神，
把对口援疆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

做，往心里做，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的
质量和水平。

考察期间，乔新江先后前往河南
援疆前方指挥部、兵团第十三师红星
四场考察援疆项目，看望援疆干部人
才，对接援疆工作。

信阳与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有
着共同的红色基因和政治任务，在对
口援疆中结下深厚友谊。信阳市向
哈密市、红星四场捐赠了旅游设施和
医疗设备，哈密与信阳两地旅游部门
签订了旅游合作发展框架协议。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勰）9月 2日，省
纪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
习中央扫黑除恶第6督导组督导河南
省工作动员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
实工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
察委主任任正晓主持会议并讲话。

任正晓指出，中央第 6督导组到
我省开展专项斗争督导，是对我们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情况的一次政治体检。服务保障好
中央督导，做好中央督导组反馈意见
的整改落实和移交线索的处置工作，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各级纪委监察委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落实“两个维护”，全力配合好各项
督导工作。

任正晓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是一件大事、要事，要凝聚力量、勠力
同心，深挖彻查、深入推进。对中央
督导组移交线索的处置工作，要加强
统筹协作，共同抓好推进落实。要聚
焦工作重点，采取直查直办、督察督
办、提级查办等方式，查处不作为乱
作为，严惩涉黑涉恶腐败背后的问
题，坚决打掉“保护伞”，同时，加大典
型问题和案件的通报曝光力度，形成
除恶务尽、露头就打的强大震慑。要
加强协调联动，确保深挖彻查“保护
伞”工作取得明显成效。③6

本报讯（记者 栾姗）9月 2日，由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
布的“2018中国企业 500强”排行榜
出炉，我省有10家企业入围。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已经连续
发布17年，被业界赞誉为中国经济的
晴雨表。据了解，此次我省入围的10
家企业分别是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第 114位）、万洲国际有限公司
（第 120位）、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132位）、天瑞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356位）、河南
森源集团有限公司（第 369位）、安阳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386位）、
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第
440位）、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第 442位）、郑州宇通集团有限
公司（第 446位）、万基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第 463位）。其中，万基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再次回归“中国企业 500
强”榜单，较上年增加1户。

同时揭晓的“2018中国制造业企
业500强”榜单中，我省的万洲国际有

限公司、天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森源集团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入围，
较上年增加 1户；“2018中国服务业
企业500强”榜单中，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入围，较上年增加1户。

“中国企业500强”等3个榜单均
参照国际通行惯例，以2017年实现营
业收入为入围标准分别排序产生。与
往年相比，2018年“中国企业500强”
的入围门槛有所提高，年营业收入从
283.1亿元提升至306.8亿元，这充分
印证了 2017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稳
中向好，经济增长质量明显改善，结构
有所优化，脱虚向实取得成效，大企业
发展质量有相当改善。

省企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我省企业入围情况看，3个榜单入
围企业数量均有增加，部分企业位次
前移明显，体现了我省大企业通过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增添企业发
展空间和动力的成效。③9

任正晓在省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聚焦工作重点
深挖彻查黑恶势力“保护伞”

用真心真情做好对口援疆工作

多措并举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栾姗）参天大树下
必有一片沃土。9月 2日，记者从省
发改委获悉，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
公厅联合下发《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
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厚植适宜非公
有制经济这棵“参天树”生长的“好气
候、优土壤、足水分”，让一流营商环
境成为河南新标识。

“好气候”是指成为全国营商环
境新高地。实践证明，哪里的营商
环境好，哪个地方的发展就会更有
活力。2017 年，我省进出口总值的
90%以上由非公经济贡献。《行动方

案》指出，到 2020 年，全省各领域营
商环境全面进入国内先进行列，跨
境贸易、开办企业便利度等部分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全国营
商环境新高地。

“优土壤”是指破解企业和群众反
映集中的办事环节痛点难点堵点。有
一组数据发人深省：2017年，每万人
非公有制企业的拥有量江苏为 329.3
户，浙江为321.9户，山东为213.9户，
河南只有 118.3户。我省学习吸纳沿
海先进地区经验，大力压缩企业和群
众14类事项办理时限。《行动方案》指
出，将我省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

刻制公章、办理涉税等事项整体时限
压缩至4个工作日，企业简易注销2个
工作日内完成；供水、供气、供暖用户
报装时间分别压缩至30个、20个、20
个工作日以内；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
一般业务 5个工作日内办结，相关业
务全面实现网上办理。

“足水分”是指企业办好围墙内
的事，政府办好围墙外的事。我省
聚焦审批服务、创新创业、投资贸
易、企业经营、市场公平、法治保障、
社会服务、政商关系等八大营商环
境重点领域，加快构建有利于市场
主体竞争活力迸发的制度环境和政

策体系，让更多企业在河南干事创
业“只用找路，不用求人”。《行动方
案》指出，鼓励各地探索专业人才协
议工资制和项目工资制等薪酬分配
办法，在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
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完善相关措
施；筛选一批经济社会效益明显、非
公有制企业参与意愿强烈的示范项
目，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

《行动方案》旨在实实在在为在
豫投资者排忧解难，帮助企业跨越市
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

“火山”，为非公有制经济培植根深叶
茂、茁壮成长的沃土。③6

□本报记者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任娜

在新乡，开设一家公司有多“简
单”？

8月27日上午10时许，新乡市民
王一凡通过自家电脑，把注册成立公
司的一应资料上传完毕；几乎同时，
市工商局驻行政服务中心窗口首席
代表孟凡琴，开始对收到的资料进行
审核。很快一家名为“河南省泰东建
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企业就“问
世”了。

“从上传资料到拿到电子营业
执照，全部用时不超过 30分钟！”王
一凡在电话里开心地告诉记者，万

万没想到工商登记也能变得这么轻
松，申请、受理、核准、发照……全程
电子化，“动动手指，就能办证”，只
要材料完备，电子执照立等可取，办
证成本基本为零，和以往相比真的
是“大不相同”。

以往，是个什么样？
据了解，在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

之前，每个环节的手续都要群众到窗
口现场办理，平均要跑5趟左右；档案
要人工扫描，数据要手动输入，一点
不耽搁的情况下，完成一次工商登记
也需要3个工作日；成本居高不下，即
使最简单的企业变更业务，也要提供
十几页纸质材料，再加上来回折返的
路费和人工成本，有群众甚至说“办
证一次，花费千元”。

电子化登记的出现，让这一切成

为历史。王一凡喜不自禁：“省时省
事省钱，这样的变化我们喜欢！”

群众喜欢，工商人员对全程电子
化登记也举双手欢迎。

孟凡琴说，以前 4个窗口都排成
了长龙，每天接待群众超过 600 人
次，工作人员要一刻不停地反复向群
众解释政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电
子化登记有固定模板，强过我们说千
遍万遍！”

“办事效率提高了！”高新区工商
分局窗口工作人员常静说，现在劳动
强度低了，业务办理量却是以前的两
倍，下班之后的归档扫尾工作也由 2
个小时缩短到了20分钟，终于有了陪
家人的时间。

“工作重心转移了！”卫滨区工商
分局南桥工商所有 7名工作人员，以

前每个人大部分精力都在工商登记
工作中，现在腾出更多人手和精力，
帮消费者维权、打击不正当竞争、打
击传销等工作齐头并进、多点开花。

受到群众和工作人员的“双重青
睐”，新乡市工商登记全程电子化业
务渐入佳境，自去年 10月 30日正式
上线以来，全市共办理全程电子化业
务 4.7 万件，网上办理量占业务总量
的63.2%，位居全省第一。

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贾
共卫表示，将继续加大工商登记全
程电子化推进的力度，力争在年底
前实现网上办理业务量达 80%，实
现窗口工作以业务办理为主向以咨
询服务为主的转变，使工商登记全
程电子化成为企业、商户首选的办
理模式。③6

我省出台方案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擦亮“新标识”培育“参天树”

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大不同”

9月1日，新郑市红枣
小镇，工作人员正在从有
500年树龄的古枣树上打
下“头茬枣”。当日，新郑
市启动枣乡风情游活动，
好想你工业园区、红枣小
镇迎来众多游客。据了
解，该活动集生态旅游、文
化体验于一体，将持续至
10 月 7 日。⑨3 本报记
者 聂冬晗 王延辉 摄

金秋，赴一场
枣的“约会”

10家豫企入围中国企业500强

（上接第一版）
“倾力打造一座新的‘红色家园’，

就是希望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民企党建
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共享平台和孵化
平台，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拓展民企
党建工作的新格局。”张贵林说。

匠心打造全媒体党建新家园

走进大桥石化惠济区“红色家
园”，映入眼帘的依次是党建展馆、讲
习所、播音室、全媒体展厅和演播室，
以及还在建设中的党校教室和学员宿
舍。所有建筑全部以红色为主色调，
与党旗党徽遥相呼应，在满园青草绿
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美观大方。仔
细观察，大桥在展馆功能的设计中，对
高科技手段的充分应用和全媒体党建
意识的体现，尤为令人惊叹。

大桥石化党建展馆，光辉历程、大
桥之路、大桥之魂、大桥之梦、党建工
作法详细布展，大桥发展四部曲、核心
理念等系列内容，充分展示出大桥党
建的扎实、认真。

在党建好声音播音室，能看到全套
专业录音设备，这里有专职播音员负责
录制党建节目，通过“大桥石化红色家
园”“大桥之声工作室”“大桥石化党员
之家”等微信公众号推出，为大桥石化
集团全体员工及关注民营企业党建的

社会各界人士，及时传递党建信息。
播音室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大

桥石化党建好声音的节目单，《书记有
约》栏目，会定期邀请集团党委书记
张贵林为党员上空中党课；《红色故事
汇》每天一期，用5分钟讲述革命故事；
《基层有约》栏目，着重挖掘基层一线
党员的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此外，还
有《微型党课》《先锋视点》等共 23个
节目，可谓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播音室的旁边，正在建设多媒体展
厅，这也是全省首个利用4D技术打造
出来的党建教育展馆。在这里，通过声
光电技术营造出来的逼真情景，让参观
者可真实触摸到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
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感受到中国共
产党波澜壮阔的奋斗历史和无数先烈
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从而对新时期的
党建工作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可容纳 80名观众的演播室，既可
做会议使用，也可进行视频直播，整套
专业的直播设备，即便是专业的媒体
工作者看到，也忍不住啧啧称叹。

依托形式多样的新媒体手段，今
年以来，大桥党委及支部已开展“三会
一课”空中学习 78场次，为全体党员
上空中党课近 20场次；“大桥石化红
色家园”微信公众号推送“党建好声
音”语音播报986次。

“大桥开展党建十分注重创新，对

党建载体、形式和方法的创新从未间
断。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征，在这
个信息化时代，只有充分利用高科技
手段，遵从年轻党员的想法，全媒体
展现党建工作，才能让党的思想、政
策和方针真正入脑入心，产生效果。”
张贵林说。

开放共享民企党建新阵地

在惠济区“红色家园”的墙壁上，
挂着几十块金色的牌匾，每一块牌匾
的名字，都体现着这座党建教育示范
基地所承担的责任。

其中，由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所颁发的“省非公党建工作培训基
地、省级联系点、示范基地”三块牌匾
格外引人注目，“一家企业集齐三项
非公党建荣誉，这在全省来说都是唯
一。”张贵林说。

多年来，大桥石化在全省民企党
建中积极发挥作用，帮扶引领多家民
营企业开展党建，自我加压承担责任
的全局意识，获得了各界赞赏。河南
省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在大桥石化调
研时表示：大桥石化党建经验非常值
得研究和推广，刘庄作为新乡的老典
型，张贵林作为新典型各具特色，要让
他们成为推动全省党建工作的楷模。

为充分发挥对民企党建的引领功
能，惠济区“红色家园”在设计之初，就

将参观、培训、食宿等多种功能集于一
体，真正从广大民企开展党建的实际
需求出发，建起了这座全媒体多功能
培训基地。

“这里原来是大桥石化办公和职
工公寓，为了红色家园，我们将宿舍全
部迁出，安置在了离市区较远的地方，
将这里改造成了学员宿舍。外地学员
来这里开展培训就有休息的地方了。”
张贵林指着“红色家园”里的一栋三层
小楼说。

在这栋小楼的旁边，是正在建设
中的大桥石化党校，这间多功能现代
化教室可同时容纳 200 多人上课，是
全省民营企业开展党员干部主题教育
和党性教育的理想场所。此外，“红色
家园”还重点打造了“新时代红色文化
讲习所”，这里会定期开设党建课程，
并汇聚了大量党刊书籍，为民营企业
代表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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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阵地。

“大桥石化希望每一位来惠济‘红
色家园’参观学习的民营企业学员，都
能从形式多样的党建教育中汲取能
量，从而以高质量的党建推动企业实
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贡
献出民营企业的强大力量。”张贵林表
示。

高 质 量 党 建 铸 就 大 桥 魂

大桥石化集团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新“红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