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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六次全会精神在基层

扫黑除恶进行时

村（社区）“两委”换届进行时

□本报驻许昌记者 董学彦
本报驻济源记者 成利军

走进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第一
轧钢分厂的特殊钢大棒材生产线车
间，钢铁厂在记者心中的固有形象瞬
间改变了。

这里没有傻大粗笨的设备、冒着
浓烟的高炉、震耳欲聋的噪声、处处弥
漫的粉尘。

这里的炼钢、轧钢、检测等主要装
备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卷取机是意
大利的，轧机是德国的，减定径机组是
美国的……

这里的产品，不再是低端的生铁和
钢坯，而是附加值极高的高标准轴承
钢、高级齿轮钢、合金弹簧钢、油田用钢
等，可谓铁矿石上开出的“钢铁之花”。

9月 10 日，该公司总经理助理王
俊锋对记者说：“现在的职工已不是传
统意义上拿着钢钎掏火炉的炼钢工人
了，他们现在就像‘绣花’一样，操作着
最精密的机器，用最先进的工艺，干着
最精细的活儿。”

有此功夫，难怪济钢能成为国内
品种最多、规格最全的优特钢棒线材
生产基地，年生产能力 400万吨，优特
钢占75%。

公司董事长李玉田说：“这正是我
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积极转变观念，不
断加快结构调整，打好企业转型攻坚

战的真实写照。”
采访济源市的工业转型升级，豫

光集团这门传统工业的“老炮儿”是绝
对绕不开的。在豫光的所见所闻，也
不断颠覆着记者对有色冶炼行业“脏
乱差”的印象。

9月 9日，在豫光锌业公司，该公
司管理人员边走边介绍仓库里码放的
金属锭：“这是镉、铟，这是锗、锑，这些

都是从公司上游工序的生产废渣中提
炼出来的稀有金属。”

他说：“公司稀有金属回收收入虽
然只占总收入的4%，利润却占总利润
的近50%。在目前锌锭价格低迷的情
况下，从废渣中综合回收的多种稀有
金属已成为公司最大的利润增长点。”

记者了解到，豫光集团也是像“绣
花”一样，立足转型升级，硬生生在已

经冶炼过的废铅渣中，又提炼出实打
实的“真金白银”。此举不仅使该公司
成为亚洲最大的铅冶炼企业，而且吨
成本也下降了20%。

大自然的矿产资源总有用完的一
天，如果到了那一天，企业该怎么办？

豫光集团从 2015 年就开始构建
首个全国性的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网
络体系，将“流落”在社会方方面面的
废旧铅酸蓄电池，变为永远循环使用、
永不枯竭的“城市矿产”。目前，该回
收网络已覆盖河南、陕西、山西等 6个
省，共建67个基础收集贮存点。

转型升级，已为新时代济源工业
发展最厚重的底色。

“工业底子越厚，越需要转型。”在
该市不久前召开的一次工业发展座谈
会上，在座的济源市企业负责人达成
了这样的共识：“以创新为动力，着力
推动企业全面转型升级，力争为中原
更加出彩添上亮丽的‘济源色’。”③5

在工业城市济源市的几个企业采

访，记者听到企业负责人口中说得最

多的就是“转型”二字。这些企业各显

神通，以创新为动力，着力推动技术转

型、模式转型、管理转型、技术转型和

产品转型，其实说到底，还是人的观念

的转型，所谓思想一变天地宽。③5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拍老百
姓的戏，让老百姓看，请老百姓来评
判。9 月 14 日下午，32 集电视连续
剧《花开时节》剧组邀请兰考东坝头
乡 10多名县乡干部及村民，在兰考
县委会议室审看样片，提建议说感
受。

《花开时节》是我省落实习近平
文艺思想的一部重要电视剧，是广
电总局 2018—2022 百部重点电视
剧目、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广电总
局首批推荐剧目、河南省委宣传部
精品工程。该剧是现实题材、农村
题材、少数民族题材，讲述了副乡长
兰文明带领兰考某村妇女前往新疆
摘棉花的故事，塑造了兰文明等年
轻一代共产党人跟党走、爱人民的
形象，刻画出以大妮为代表的新时
代劳动妇女追求尊严、拥抱理想的
新形象，弘扬焦裕禄精神，歌颂基层
群众“诚实劳动、安身立命”的优秀
品质。

兰考县是焦裕禄工作的地方，也
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批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如何将焦
裕禄精神的接力棒传递给年轻一代
党员干部，是本剧的深度思考。2017
年兰考已经实现全面脱贫，本剧真实
呈现今日兰考充满活力、人民幸福的
新形象。

看片后，村民纷纷发言谈感受，
“这个戏演的就是我们家里人”“戏里
把俺们心里话说出来了”。县乡干部
都认为兰文明的形象艺术地反映了
当代干部传承焦裕禄精神的真实形
象。

该剧写百姓、让百姓演。兰文明
扮演者陈冠英是一事业单位职工，他
说：“扮演兰文明让我更深刻地认识
焦裕禄精神，更感受到党的伟大。”

知名导演陈胜利任该剧总导演、
总编剧。陈胜利导演过《黑槐树》《女
子特警队》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是该剧联合
摄制单位，河南日报编辑吕志雄是该
剧第一编剧。该剧是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向全媒体进军的一项重要成
果。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9 月 12 日，
记者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铁塔”）获悉，
河南铁塔和河南电力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正式开启“通信塔”“电力塔”开放
共享的全新合作模式，推动电力和通
信基础设施协调发展。

据中国铁塔统计，新建一座地面
通信塔及其基础平均占地30平方米，
建设过程耗时耗力，利用已有的电网
铁塔杆体进行基站建设，平均每个站
可缩短建设周期约60天，既节省了建
设时间，也节约了土地资源。“共享铁
塔”后，遍布全省城乡和公路铁路沿线
的电力杆塔可用于通信建设，将有效
促进电信网络广覆盖、快覆盖，提高通
信基站建设效率，降低建设成本，支撑
4G 网络深度覆盖和 5G 网络快速部
署。

据悉，目前河南省国网电力公司
在运的110千伏及以上架空输电线路
5万公里、杆塔 15万基，相当一部分
可满足通信设备挂载要求，双方合作
潜力巨大。电力公司可将符合条件的
电力塔、电力杆等基础资源供铁塔公
司共享使用，为新建站电力引入、转供
电改直供电、电费削峰填谷等方面提
供便利。河南铁塔拥有通信类铁塔资
源近10万座，铁塔公司也可将自身丰
富的通信站址资源为电力公司在信息
监控、电力无线专网建设方面提供服
务。

“共享铁塔”标志着河南电力和通
信两大行业之间进入了资源共享的新
阶段，将共同助力河南网络经济强省
建设，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作
出积极贡献。③6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 通讯员
吕彦吉）9月 12日，全省新一届村（社
区）“两委”班子及基层党务工作者骨
干示范培训班在郑州开班。由省村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换届办”）举
办村级干部上岗培训，在全省尚属首
次。全省 160名新当选的村（社区）
党组织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代表
以及数十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参加了
示范培训。

本次换届选举是我省首次统一
安排部署的村（社区）“两委”换届。
全省村（社区）党组织一次性选举成
功率达 98.7%，村（居）委会一次性选
举成功率分别为 92.1%、97.1%；党员
参 会 率 达 91.85% ，村 民 参 选 率 达
89.64%，党员群众满意率达 95%以
上。

据悉，本次换届共选出新一届
“两委”成员 29万多名，新当选的 9.7
万多名，占 37.29%。其中，村“两委”
成员平均年龄 48.1 岁，比上届降低

1.2 岁 ；大 专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占
14.68% ，比 上 届 提 高 2.08 个 百 分
点。党组织书记和村（居）委会主任

“一肩挑”的比例为 39.55%，比上届
提高18.45个百分点。

省换届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本次村（社区）

“两委”换届选举坚持把党的领导、发
扬民主和依法依规选举有机统一，高
标准推进，严要求实施，达到了预期工
作目标。下一步要按照分级负责、分
类培训的原则，通过省级举办示范培
训班、市县两级举办骨干培训班、乡镇
（街道）举办轮训班，对新一届村（社
区）“两委”干部进行全员培训。③4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9 月 14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9·18”全省人民防空警报试鸣
日系列活动开展情况。

“9·18”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
族觉醒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
报 ；并 在 试 鸣 的 五 日 之 前 发 布 公
告”。经省政府批准，定于 9月 18日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
鸣活动。

据悉，9月 18日 10时 00分至 10
时 31分将在全省城区范围内试鸣人
民防空警报，警报信号分为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每种警
报间隔 5 分钟，共 31 分钟。《河南日
报》《大河报》等已提前 5天每天发布

公告，广泛告知提醒市民群众在警报
试鸣期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秩序。

除全省组织人民防空警报试鸣
外，今年还组织开展人防指挥部点
验、人防公众开放日、人防专业队演
训和融媒体宣传等活动。全省人防
公众开放日活动时间为 9月 12日至
18日。

“组织全省人防警报试鸣日系列
活动，对防空防灾应急处置能力进行
全面检验，对广大民众进行爱国主义
教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省人防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
人防部门要提高防空防灾、应急组织
指挥效能，向公众宣传我省人民防空
改革发展成就，营造全社会支持人
防、共建人防的良好氛围。③9

钢铁汉干起了“绣花活”
——“出彩河南干中来”驻地记者交流采访系列报道

记者手记

新一届村（社区）“两委”干部
集中“加油”

电视剧《花开时节》举行兰考看片会

我省将举办“9·18”人民防空
警报试鸣活动

“电力塔”携手“通信塔”

“共享铁塔”
提速河南5G部署

9月 14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学习李芳同志书画摄影作品展”在信阳师
范学院举行，展出受到了该校师生及信阳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信阳师范学院师生
表示，会把李芳老师当作学习的榜样。⑨3

▶观众瞻仰李芳画像
▼观众在李芳雕塑前驻足

学习李芳好榜样

□本报记者 惠婷

“个人即使家财万贯也是小日
子，百姓共同幸福才是大日子。”

“我没有背景和后台，改革开放
时代就是我的强大背景，党组织和乡
亲百姓就是我的强大后台。”

“乡亲们敬的不是我，是共产党
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
9月 14日上午，河南日报报业集

团多功能厅，一名精干的中年男子，
正操着豫北方言讲课。他的声调不
高，娓娓道来，吐露心声，激发共鸣。

这是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党支
部书记、全国“最美村官”裴春亮在给
党支部书记和党员代表作报告。在
他白色T恤上，党徽熠熠生辉。

台下的党员干部感触最深的，是
裴春亮讲述的一个个“舍得”故事。

为了报答乡亲们帮他度过艰难
岁月，自2005年回乡担任村干部，裴

春亮为群众先后投入1.83亿元。
建房，他用了3年半时间。2008

年底，他捐资 3000万元的裴寨新村
建成，家家搬进新楼房。找水，他花
了 8年时间。从钻深水井、到修蓄水
池、再到建水库，他一次次自掏腰包。

“这些恩重如山的父老乡亲，就
是我舍得一次次一掷万金的理由。”
裴春亮这些真挚的话语，赢得了大家
一遍遍热烈的掌声。

不少党员感动于裴春亮那一个
个振奋人心的“扶贫”故事。

裴春亮说，“乡亲们不富誓不休”是
刻在裴寨村广场太行石上的一句话，
他曾带领村两委班子在此庄严宣誓。

从村民全部入股春江集团，到发
展高效农业，到开发宝泉旅游景区，
从 600 人的裴寨村扩展成了 11800
人的裴寨社区，裴春亮带领乡亲们脱
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2005 年裴春亮回村时，村民人
均年收入不到 1000元。2017年，裴

寨社区居民年收入达到1.3万元。
裴春亮讲述的“治村”故事让很

多人有所感有所思有所悟。
去年5月，裴春亮的儿子结婚，新

房就布置在裴寨新村他们家的楼上。
当年他出资给村里建了160套房，不
曾给自己多留一套。儿子的婚事就按
照裴寨村红白理事会多年前定下的规
矩办。婚礼不设礼桌、不收红包、不放
烟火、不请乐队，一对新人和宾客坐的
是游客敞篷车，简约、环保、时尚。

乡亲们都埋怨裴春亮不近人情，
他却说，党支部书记要时时刻刻做表
率才能治好村。

支部筑堡垒党员走在前，干群联
席会八年如一日，破除陋习处处新
风，互助友爱人人争先，今日的裴寨
已经成为全国文明村。

“这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培训，裴
春亮的讲述几次让我哽咽，他用实际行
动教我们如何做一名基层党支部书
记。”听课的党支部书记郭玲玲说。③4

“最美村官”讲党课

高强度机械用钢生产线。⑨3 李鸿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 月 14
日，记者从省公安厅获悉，省公安厅
异地用警，直接指挥济源市公安局在
鹤壁市公安机关的密切协作下，打掉
了以鹤壁市山城区鹿楼乡小庄村李
某富为首的黑恶势力团伙。截至目
前，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8人，查
扣涉案资产 5.28亿元。根据专案组
移交线索，鹤壁市纪委监察委采取留

置措施8人。
警方称，李某富纠集家族人员、

企业员工、闲散人员等组成黑恶势力
团伙，长期把持小庄村基层政权，横
行乡里，对小庄村周边企事业单位采
取阻工、扰工等方式非法敛财、强揽
工程；多次使用暴力、威胁或其他手
段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
索、故意伤害、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
活动。

2018年 3月 2日，省公安厅指定
济源市公安局管辖李某富团伙案件，
济源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经过侦

查，圈定了主要涉案犯罪嫌疑人 18
名。4月 12日，按照省公安厅的统一
部署，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
功抓获了以李某富为首的 18名重要
犯罪嫌疑人。

专案组根据被抓获犯罪嫌疑人
供述，又相继抓获 30名犯罪嫌疑人，
并查清了以李某富为首的黑恶团伙
的组织架构。为进一步发现隐案，杜
绝漏案情况发生，专案组积极发动群
众进行检举揭发，根据群众的举报，
成功侦破 30余起隐案积案。目前，
该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③4

省公安厅异地用警打掉一黑恶势力团伙

下好“四步棋”按下“深改键”
（上接第一版）通过定向选聘、研究聘
任、竞争聘任、双向选择以及社会招
聘、公开选聘等方式聘任上岗，打破
编制身份限制，实现岗位能者上、人
员优者进，人岗更相适。

——科学考核，正向激励。整合
国家和省市对高新区考核的四套指
标体系，构建了一套相对全面、科学
的绩效考核体系，实施全员绩效考
核，推行全员绩效工资制，变铁工资
为活薪酬，让实干者实惠、让懈怠者
羞愧。

“改革的平稳推进，关键在于党的
领导。”王新亭说，目前，改革已迈出了
坚实的一大步：925名现有行政事业
正式人员身份封存、定向选聘、竞争上
岗、双向选择全面完成；新型组织架构
搭建完成，直接服务企业的园区人员
由原来的49人增加至210人，专门从
事经济工作的人数增加至280人。

在这里，改革正引发一系列的
“连锁反应”，思发展、谋发展、抓发展
成为党员干部的一致行动：沟赵办事
处针对辖区项目集中的特点，探索保

障重点项目建设的“九步工作法”；梧
桐园区运营中心会同梧桐办事处启
动闲置厂房楼宇大排查活动，为招商
引资腾笼换鸟做实基础工作……

改革所蕴含的干事创业、公平竞
争、尊重规则的清新文化也在郑州高
新区生根发芽。辖区内的一些企业
效仿高新区的改革做法，在企业内部
开展“深化改革、二次创业”，深入进
行战略梳理、组织重构、流程再造、全
员竞聘和薪酬激励。

“改革撬动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破题，各方达成了共识、凝聚
了合力。我们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自创区发展高质量，力争
到 2025 年建成世界一流高科技园
区。”王新亭表示。

改革不止步，发展无穷期。为加
快国家自创区建设，郑州高新区正加
快谋划启动高质量党建工程、中国
（郑州）智慧传感谷规划建设工程、千
亿级网络空间安全产业打造工程等
十大自创区建设的抓手级工程。③4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