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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一排排两层楼房整齐排列，白墙
红瓦映着湛蓝天空，房前屋后绿树环
绕……初秋的新郑市辛店镇北靳楼
村像极了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9月 8日，临近晌午，村民张改霞
还在捯饬着自家小菜园，嫩绿的萝卜
苗刚钻出地面。“以前住在沟里，脏乱
差不说，出行都困难；现在到哪都是
水泥路，水电气一应俱全，生活可舒
心。”张改霞脸上堆满笑容，“村里引
进了好几个产业，土地流转出去，有
固定收益和分红，大家再也不用拴在
土地上，更多的时间用来创业或打
工，收入比原来多得多。”

张改霞的幸福和喜悦正是来自
新郑市深入推进的土地利用综合改
革。而北靳楼村在此项改革中率先
尝到了甜头。

北靳楼村在村庄规划编制到位

的情况下，以“拆旧院、换新宅”的方
式启动旧村拆迁，村民在规划区内自
建新宅，设计统一、资金自筹。原来13
个分散居住点整合为一个新村，节约
了 350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目前，
该村与引进的正赢石化、富沃庄园、双
珠门业等企业采取联营的方式使用土
地，村集体占有 5%的股份，但不参与
经营，采用固定收益方式分红。

“村里利用现有建设用地做文
章，既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也为产
业发展提供了空间，实现了群众、企
业、集体三赢。现在，村集体和群众
每年可收入 54.6万元，土地收益大幅
提高，村民正在变身工人和股民。”北
靳楼村党总支书记高金亭兴奋地说。

盘活资源，集约利用，土地“生
金”。为创新土地利用方式，破解土
地利用管理难题，新郑市探索创新城
镇建设用地、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
开发利用方式，有效发挥市场资源配
置和政府合理引导作用，走出了一条
以“集约节约、合理利用”为原则，以

“节地、要地、盘地”为抓手的土地利

用综合改革新模式。
骄阳下，新村镇望京新城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过去的老厂房、老仓库和多
年闲置的低效利用土地正在华丽“蝶
变”。新郑市政府与河南省国土资源开
发投资管理中心共同出资组建“河南国
土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开发望京新城
项目区。截至目前，该项目区已供应土
地839亩，出让土地收入12.54亿元。

破旧的厂房、丛生的荒草，建于
上世纪90年代、面积3平方公里的新
郑市城关乡西关老工业园区已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腾笼换鸟、退二进
三”，新郑市启动了西关老工业园区
旧城改造，率先通过政府融资平台筹
集 11.5亿元进行土地整理开发工作，
目前已拆除企业 59家、商户 471家，
盘活建设用地418亩。

“新郑市在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改
革上探索出了一条‘统一规划、统一
谋算、统一收储、统一开发、统一供
应’的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新
郑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赵淑梅说，由政
府主导土地的一级整理、开发、入市，

可为土地市场提供公开、公平、公正
的交易环境，实现土地的最大价值。

坐落于具茨山下的观音寺镇石堌
堆村是郑州市级贫困村，村庄面积
205.6亩，毗邻村庄有一采矿型建设用
地，面积 256.6亩，两者相加可使用的
建设用地面积共计462.2亩。为使该
村脱贫致富，新郑市制定了搬迁复垦计
划。目前，房屋拆迁已完成，安置房建
设已接近尾声，正在开展复垦项目。该
项目完成后，农用地流转不仅可以增
加群众收益，也为新郑北部新区建设
提供土地资源，实现群众脱贫、指标流
转、农民增收、土地增效的目的。

目前，新郑已调查摸排适宜整治
的农村空闲建设用地 530亩、残次林
地约 2650亩，曾经分散零星的“面条
田”也在一步步变成高标准的大方田。

“通过改革，新郑寻找到发展与
用地的‘最大公约数’，‘地从哪里来’

‘钱从哪里出’‘粮食怎么保’等难题
开始破局，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资源、资金、资产三位一体的支
撑。”赵淑梅如是说。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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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务院大督查

□本报评论员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

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按照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要

求，把握重大问题，认真实施“四大行

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近年来，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执

法检查和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我

省污染防治攻坚战也在深入推进。然

而，一些环境问题还严峻地摆在我们

面前。森林资源总量不足，人均森林面

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5，人均森林

蓄积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7；大气、

水、土壤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影响人民

群众 生 产 生 活；我 省 整 体 生 态 环 境

还 比 较 脆 弱 ，环 境 污 染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监 测 预 警 与 评 估 考 核 都 有 待 加

强 …… 从 本 质 上 说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是 发 展 方 式 、经 济 结 构 问 题 。 我 省

产业结构偏重、偏粗、偏短，传统“大

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增

长方式是环境问题的最大症结。淘

汰过剩和落后产能，改变传统经济增

长方式，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积极行

动，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

“四大行动”是准确把握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问题，紧抓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局部和全局相配

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

衔接，提出科学的、必要的有力举措。

要实施经济结构提质行动，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调整优化，加

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从源头上解决

问题。实施生态功能提升行动，坚持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以加

强生态建设为基础，以有效防范生态

环境风险为底线，以提高生态系统质

量和稳定性为目标，做好规划，设定红

线，修复与建设并重，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把

植树造林提到战略和全局高度，弘扬

焦裕禄精神，树立更高标准，创新体制

机制，建设绿色家园。实施环境治理

提效行动，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治

理，压减煤炭消费量，加大城市黑臭水

体治理力度，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开展全域清洁河流攻坚，着力推进农

业农村污染治理。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生态环境保护，稍有松懈就有可

能出现反复，只有不折不扣地把任务

部署落到实处，扎实行动，克难攻坚，

才能谋求更佳质量效益，开辟更好发

展路径，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

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中原大地在

美丽中国的画卷上熠熠生辉。2

本报讯（记者 冯芸）9 月 10日，按
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和省委安排，省委
组织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部领导班子召开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
活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主持
会议并讲话。

上午，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班子巡视整改专题
民主生活会精神等内容，中心组成员作
了交流发言。下午，在专题民主生活会
上，部班子成员对标兰考标准，深入查
摆问题、深刻剖析根源、明确整改措施，
开诚布公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孔昌生指出，推进中央巡视整改见
底见效，要厚植忠诚感、强化责任感、增
强紧迫感，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抓到
底。加强部领导班子自身建设，要坚守
对党忠诚之心，树牢“四个意识”，做到

“两个维护”，在强化政治建设上当好表
率；坚守终身学习之心，在强化思想建
设上当好表率；坚守担当尽责之心，在
强化作风建设上当好表率；坚守清正廉
洁之心，在强化纪律建设上当好表率；
坚守依规办事之心，在强化制度建设上
当好表率，以班子自身建设高质量推动
巡视整改高质量，向中央和省委交一份
满意答卷。③9

紧抓重大问题克难攻坚
——二论开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9 月 9 日，沈丘县周
营镇谢营村千亩优质粮食
高产示范方基地，大型联
合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
据了解，该县86万余亩玉
米将全部实现“一条龙”机
械化作业，大大加快了“三
秋”生产进度。⑨3
谢辛凌 摄

机械化作业
助力“三秋”生产

孔昌生在部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和
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

以班子自身建设高质量推动
巡视整改高质量

本报讯（记者 李运海）9月6日，我省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收听收看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电视电话
会议，安排部署我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工作。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
组长、副省长徐光参加会议并讲话。

我省把做好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
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加强领导，
精心部署，根据省情和发展实际制订了
实施方案，既全面涵盖国家“规定动作”，
又突出了农村土地利用综合潜力专项调

查等河南“自选动作”，更好服务推进乡
村振兴等全局性工作。目前，各项工作
已进入整体展开、全面提速阶段。

徐光在讲话中说，要充分认识开展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重要意义。要
突出抓好关键环节，高标准完善调查方
案，高水平做好先行示范，高质量控制
调查成果。要严格落实保障措施，按时
保质保量圆满完成各项调查任务。

在同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电视电话会议上，我省作了交流发言。③5

加速推进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焦作8月空气质量及同比改善程度靠什么排名全省第一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石庆凯 王鑫

9月 6日，一则好消息传遍焦作：在
省环保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省 8
月份空气质量及同比改善程度排名中，
焦作位列第一。

数据为证：8月份，焦作市环境空气
质量 PM10浓度为 75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25%，下降率位列全省第一；
PM2.5浓度为 40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27.3%，下降率位列全省第一。

曾经全省排名靠后的“落后生”，逆
袭成为优等生，焦作污染防治攻坚战打
赢胜利一仗，奥秘是什么？

高站位亮剑铁腕整治

今年年初以来，全市上下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科学
治污、依法治污、精准治污，各方面取得一
定改善，但是在全省排名依然不容乐观。

痛定思痛，焦作继续从优化能源结
构、产业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三大结构
入手，努力从源头上解决制约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的突出问题；突出重点领域、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三项管控，着力在

“抓治理、抓巩固、抓提升”上下功夫；开
展五大专项行动，以涉气企业执法检
查、全城清洁等专项行动为抓手，定任
务、定时限、定责任，提升专项治理和综
合监管水平，基本形成了部门联动、齐
抓共管、协调紧密、运转高效的环境污
染防治协作机制。

“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意志，抓
住当前关键时期，进一步坚定信心、痛
下决心，铁腕整治、背水决战，全力以赴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回应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盼，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焦作市委书记
王小平说。

8月6日，焦作市长徐衣显主持召开
了全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推进会暨月例
会，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升政治站位，持
续不懈攻坚，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不
折不扣落实各项攻坚措施，坚决打好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为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
重彩、更精彩提供坚强环境保障。

焦作市聘请国家“千人计划”PM2.5

防治专家组，制定了《PM2.5特别防治专
家组焦作市工作小组运行制度》，建立了
政府攻坚微信群调度快速反应制度，每
日召开环境空气质量分析研判会议，对
近期环境空气质量形势进行分析研判，
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实施精准、精确、
精细管控。

硬措施倒逼“靶向治疗”

各个环节周密部署，各项措施严格
执行，但是焦作常常与优良天失之交
臂。原因何在？

经过研究发现，原来是臭氧浓度居高
不下。VOCs(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是造成
臭氧污染的首要原因，工业企业是VOCs
的主要源头，而焦作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多，特别是在夏季高温、强光作用下，
VOCs大量生成臭氧，造成环境污染。

对症下药。焦作市开展挥发性有
机物专项执法检查行动，持续开展餐饮
油烟和露天烧烤专项督导检查、喷涂行
业污染管控、加油站污染管控等。强化
错峰生产，开展日间高温时段三个“错
峰”，即重点区域涉 VOCs企业错峰生

产，室外喷涂、喷漆、切割、焊接以及加
油站接卸油品错峰作业，汽车4S店、汽
修厂室内喷涂作业错峰作业。

强化餐饮油烟、VOCs涉气行业无
组织排放、室外露天裸露喷漆作业、露天
烧烤四个“督查”，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
有机物污染治理，年度18家工业企业挥
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任务全部完成。

除此以外，机动车污染整治和扬尘
污染管控依然常抓不懈。

累计淘汰老旧车 8521 辆；利用限
高架卡点进一步规范货车管控措施，对
尾气不达标车辆严禁入市，8月查处机
动车违法行为800余起；利用入市固定
式和移动式机动车遥感监测设备，8月
分别查处超标车辆 302 辆和 29 辆；继
续实施尾号限行措施。自 2018年 7月
2日起每周一至周五 7时至 21时限行
两个号，法定节假日不限行。

“我们开展明察暗访，检查渣土运
输、货运车辆6000余辆次，查处违规车
辆 800多辆，劝返各类车辆 3000 余辆
次，同时，继续开展城市道路及国省道
路清扫保洁工作、全城清洁行动，有效

遏制了扬尘污染反弹问题。”焦作市扬
尘污染防控办公室主任杨廷中说。

紧盯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管控，强
化沿太行山污染传输通道区域综合治
理，加强北山矿山、石灰窑治理力度；加
快推进煤场整治，全市共有经营性煤场
409家，首批关闭退出的 199家经营性
煤场中，181家达到“两断三清”整治标
准，第二批拟关闭退出 84家经营性煤
场，已全部达到“两断三清”整治标准。

强督查助力利剑斩污

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离不开履职
尽责和强化监管责任。焦作市严格“党
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对各项
攻坚任务定人、定岗、定职、定责，严格
督查，坚持领导分包、暗访督查等机制，
推动问题彻底整改，做到发现一起、整
改一起、问责一起，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攻坚调度，对各县（市）区、各部
门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周调度，强化
前端调度、中端督导、末端追责“三端”工
作机制。抽调工作人员组建全脱产县
（市）区督导组，实行全天候24小时驻地

督导，建立健全督导组工作专报、工作例
会等运行机制。8月份共发现环境问题
73个，已全部交办并整改到位。

制定大气攻坚工作量化考核办法，
对各地攻坚工作进行月考核、月奖惩，
对考核排名第一的地方发红旗，对考核
排名倒数第一的地方发蓝旗。创新实
施环境突出问题财政扣缴制度，对国
家、省、市环保督导组发现的环境突出
问题，对相关县（市）区财力实施扣缴。

8月，焦作市奖励 1个区、3个县共
计 100.2万元，扣缴 4个区、3个县（市）
共计310.2万元，合计扣缴210万元。

“8月的优异成绩对我们是极大的
鼓励和肯定，这是市委、市政府对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是
全体参战人员夜以继日、攻坚克难的辛
勤汗水，是相关部门、企业和全市人民
以大局为重的倾力支持，但大气污染防
治并非一朝一夕而成，我们将以此为动
力，不骄不躁，践行为民宗旨、履行职责
使命，持续不懈攻坚，让蓝天白云常驻
焦作天空，不断增强焦作人民的幸福
感。”焦作市环保局局长张明库说。

（上接第一版）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
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
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政协党的
建设指导思想、重要原则、具体举措等作
了全面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坚
强决心，是新时代全面加强政协党的建
设工作的重要遵循。全国政协大力推
进政协系统党的建设，专门召开会议作
出具体部署。要按照中办通知要求和
全国政协的部署，深入学习研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不断提升政治站位，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在新时代展示政协新
形象；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全面贯
彻中办若干意见，结合贯彻落实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精神，研究出台我省实
施意见，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政协
工作高质量，为助力中原更加出彩作
出更大贡献。

刘伟还到新乡市政协机关调研并
看望工作人员。

省政协秘书长王树山参加调研。③4

（上接第一版）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突
出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体现从严
从实，达到了预期效果。

喻红秋强调，全面加强政法委领导班
子建设，要增强政治能力，树牢“四个意
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对政法工作的
绝对领导体现在政法工作全过程和各方
面；强化理论武装，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
精神追求和生活习惯，切实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践行为民宗旨，主动担责
担难担险，把工作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
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锲而不舍锻造服
务群众、担当有为的优良作风；认真履行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坚持从严治警，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牢记职责使命，全力做好
当前工作，坚决打赢打好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这场硬仗，切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
意见整改落实，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推动新时代我省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省纪委监察委有关负责同志到会
指导。③9

（上接第一版）深挖彻查黑恶势力犯罪
背后的腐败问题，特别是要在彻查其背
后的“保护伞”和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上下功夫，切实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盛茂林强调，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的根本和关键，务
必把这个基础夯实筑牢。要大力加强基

层组织建设，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发
挥村党组织领导和战斗堡垒作用，从源头
上、根本上有力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
要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来，形成强大声势，推动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切实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③8

以高质量的巡视整改成效
推动新时代政法工作再上新台阶

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