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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十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本报记者 尹海涛 胡舒彤

“我们举报村支书优亲厚友的事，有
人来查了，太感谢了！”“低保金到账了，没
想 到 这 么 快 ！”“ 补 贴 领 上 了 ，谢 谢 你
们！”……连日来，在十届省委第四轮扶贫
领域专项巡视的部分县区采访中，记者听
到最多的就是一连串的感谢。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
量。此轮巡视中，省委各巡视组牢记中央
和省委的嘱托，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取向，将巡视巡察利剑直插基层，发现和
惩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回应百姓关
切，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不断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

深山贫困户来了“远亲”

8月 1日晚7时许，汝阳县王坪乡两河
村河东村民组。80岁的李建新早早收拾
完准备休息，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

“开门一看，来了一群陌生人，说是省
委巡视组的，来看望我。”8月23日，李建新
回忆起那天的情形仍有些激动，“说明政府
一直操心着贫困户的事儿，感觉很温暖。”

“看病买药一年要花多少钱？报销了
多少？帮扶干部是谁？有什么帮扶措
施？”在李建新家中，省委第七巡视组副组

长贾太杰与他聊起来。当得知李建新有
三个儿子，一个儿子患有重病负担较重
时，贾太杰鼓励他，有政府的帮扶政策，日
子会越过越好。看到他居住的房屋破旧，
建议他先搬到儿子家中，以免出现意外，
再协调有关部门帮他解决困难。

“那天一大早就出发了，由于路途较
远，到达两河村村委会已是下午 5点多。”
贾太杰说，在村里调研完脱贫攻坚情况
后，已是晚上7点了，得知深山里还住着几
户贫困户，就决定去走访一下，实地看看
情况。等从山上返回，已是晚上9点多，满
天繁星相伴。

“只有深入贫困户家中，才能了解到
他们最真实的想法，才能找到‘病根儿’，
为督促地方党委精准扶贫提供依据。”贾
太杰说，每当看着贫困户见到省委巡视组
时充满感激和意外的表情、交谈时流露出
的真切心愿、送别时的依依不舍，都能体
会到扶贫专项巡视工作沉甸甸的责任。

路灯亮了，群众乐了

“你看，路灯亮了，晚上在这里散步方
便多了！”8月 21日晚 9时，在桐柏县滨河

路跑步锻炼的居民张新强高兴地说。
而在此前，桐柏县城主要道路和街中

心广场等地，路灯不亮、熄灯早且路灯损
坏严重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当地居民。

7月 17日，省委第三巡视组进驻桐柏
县，开展扶贫领域专项巡视。桐柏县位于
豫鄂交界处、桐柏山腹地，是国家级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

“巡视组一进驻，就接到了群众关于
路灯问题的反映。”省委第三巡视组副组
长刘国勤说，此事虽小但涉及民生，当即
就决定关注这个事。

经初步了解，巡视组给桐柏县委下发
了“1号”整改通知书，要求对城市亮化工
程存在的落实不到位情况进行整改。很
快，桐柏县城大街小巷的路灯亮了起来，
公园里锻炼身体的、广场上跳舞的、道路
上散步的群众多了起来。

发现问题并立行立改，这是对十届省
委第四轮巡视工作的一个“微缩解读”。
此轮巡视展开后，省委 10个巡视组进驻
30个县（市、区），各相关市县也纷纷派出
巡察组，协同作战，收集解决了一大批群
众关心的问题，在基层吹起阵阵“清风”。

“从严治党最大的红利在于汇聚民

心。”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崔绍营说，在巡
视中，省委巡视和市县巡察上下联动，瞄
准群众“急难愁盼”，紧盯群众身边的腐
败，推动从严治党直抵基层一线，用实效
换取“民心红利”。

最大的“红利”

7月中旬，省委第九巡视组刚进驻邓
州市，就收到了一封举报信，反映腰店镇
某村原村支书、会计和妇女主任等联手套
取国家危房改造款，还涉嫌私建房屋，侵
占耕地。省委第九巡视组当即决定安排
人对此事进行了解，随后将此问题线索移
交给了邓州市纪委监察委。

8月 14日，邓州市纪委依据调查结果
给予该村原村支书彭某留党察看一年处
分；会计郑某和妇女主任靳某给予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
对‘近在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
为真切。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啃食’的是群众的获得感。”省委第九巡
视组组长郑俊峰说，此轮扶贫领域专项巡
视加大查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的力度，推动立行立改，用实实在在的
行动赢得民心，这也是巡视巡察带来的最
大“红利”。③9

□新华社记者 刘雅鸣 冯大鹏

仲秋时节访清丰,田野间不时可见
排列整齐的各种大棚,里面种着类别繁
多的食用菌；县城的产业园区里,系列

“丰”字号食用菌企业的工厂化生产也是
颇具规模。人们仿佛置身食用菌的王
国。而比眼前景象更令人动容的却是,
一串有关“菇农”“菇书记”和“菇奶奶”的
故事。

贫困户化身食用菌“小老板”“股东”

马庄桥镇赵家村食用菌基地,260余
个白色塑料大棚排列整齐。随意走进一
间大棚,身材瘦小的村妇卢利伟,正麻利
地搬运刚刚采摘的黑皮鸡枞菌。收菇忙
时,她还得雇上七八位村民帮忙。

众人七嘴八舌地估算着她承包的几
个大棚一年下来的收入,40出头的卢利伟
光笑不吱声。而就在两年前,卢利伟根本
不敢想象能有这样的生活。“老公几年前
摔伤,三个孩子连上学都得借钱,天天愁
眉苦脸。”

2016年 7月,清丰县开始实施“党建+
食用菌+扶贫”工程,党员干部扎根一线,
引导、扶持群众发展食用菌产业。凭借食

用菌种植,卢利伟不仅摆脱贫困,还成了
“小老板”。

清丰县食用菌产业的发展,为当地村
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与卢利伟
不同,村民史培振则利用 5万元扶贫贴息
贷款入股食用菌龙头企业做了“股东”,企
业每个月分红 500元。“单是入股企业这
一项,每年保底收益 6000 元。如果经营
得好,年底公司还能再次分红1000元。”

“蘑菇书记”撑起“致富伞”

“多亏了蘑菇书记,让俺摘掉了贫困
的帽子”,同样因食用菌种植受益的村民
闫彩玲乐呵呵地说。刚开始时,村里搭起
免费大棚,动员贫困户用到户增收资金买
菌棒种植,闫彩玲却不敢报名。赵家村村
支书赵玉甫多次登门劝说,闫彩玲才“开
窍”。

“党建+食用菌+扶贫”工程实施以来,
赵玉甫一头扎进食用菌大棚里,把党支部
也搬了过来,村里的每一个党员都负责联
系一个贫困户的大棚。

在食用菌产业发展中,清丰县坚持县
委引领带动、乡党委凝聚调动、村党支部
执行落实,三级党组织上下联动,三级书
记齐抓共管,农民脱贫致富路上“有人领、
有人带、有人干”。

县食用菌办公室主任安社蕊是食用
菌方面的行家里手,被村民戏称为“菇奶

奶”。哪一个乡镇种什么菌类、哪一个季
节发展什么食用菌、遇到病虫害了该怎么
应对,这些都由食用菌办统筹。这两年,
随着县里上下都对食用菌发展高度重视,
这位“菇奶奶”也迎来了事业的高峰,每天
工作日程都排得很满。

截至目前,清丰县共新建食用菌示范
基地70个、标准大棚8500座,食用菌合作
社 45家,辐射带动 1.5万名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实现稳定增收。

富民强县,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清丰县以县城既有的几个食用菌工
业化企业为龙头,推进农村食用菌示范基
地建设,让食用菌成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
一,企业带领农户闯市场,风险共担,形成
规模优势,路越走越宽。”清丰县委书记冯
向军说。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深入发展,“统一原料
供应、统一菌种生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产品质量、统一市场销售”模式的优势逐
渐显现,产业集聚效益凸显。清丰县农村
不仅吸引了外地客商前来投资,也吸引了
本地能人返乡创业。

福建蘑菇商人钱志忠在双庙乡刚刚
承包了 200个食用菌大棚,并投了一条菌
棒生产线,给农民提供食用菌种植技术指
导。在北京开超市的清丰人聂志刚 2017
年回乡承包大棚种植平菇,并负责对接北
京新发地农贸市场,为清丰食用菌开拓销
路。

清丰县“党建+扶贫+食用菌”的实践
表明,产业扶贫必须立足区域产业优势,
找准自身定位,形成规模优势,做足特色
文章,这样才能保证县域经济的长远健康
发展,脱贫攻坚才能有长效。

(原载《新华每日电讯》9 月 19 日第
4版)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雪娜）“改革开放天地宽，
砥砺奋进正当时。从别人口中‘打扫卫生的个体户’到‘家政公
司的总经理’，再到‘全国千户百强家庭服务企业’，我可以自豪
地说，我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鹤壁市淇河家政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珂在讲台上动情地说。

9月19日，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省级
示范宣讲报告活动在洛阳举行，两位“志愿标兵”——张珂和三门
峡市爱心之家志愿者协会会长孙梅丽相继登台，结合自身经历，
讲述改革开放40年来，砥砺奋进、无私奉献的“出彩”故事。

宣讲台上的张珂成熟干练，但背后的故事，让人泪目。
家境贫寒的张珂从小在农村长大，两岁丧母，后被遗弃，长

大后凭着一股韧劲深耕家政行业，闯出一片天地。深知贫困的
无力，但更懂得扶贫要扶志，她为50多岁、文化程度不高的唐海
香提供免费月嫂培训，唐海香获得职业资格证后，保姆工作月收
入3000元，全家脱贫。

会场内，掌声雷动，听众无不为眼前这位“女强人”点赞。同
样，被称为“女汉子”的“梅姐”孙梅丽也毫不逊色。福利院的孤儿
党博涛，鼓膜膨出，做手术后，走路不稳，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
的生活环境，2010年6月，孙梅丽和丈夫把孩子接回家，精心抚养，
孩子一直叫他们爸爸妈妈，直到2012年2月被美国人收养。

这样的故事，在“梅姐”的宣讲中一个又一个。
“很多人经常问我‘梅姐，这么多年，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不

断无私奉献’。我的答案很简单，‘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孙梅
丽还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最美志愿服务组织获得者”等荣
誉，在她的带动下，丈夫、女儿都成为“爱心之家”的“忠粉”。

“两位宣讲人的故事都很感人，她们奋斗的经历和传承美
德、传递爱心的一个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洛阳市高新区创业
路社区党委委员闫丽感慨道。许多听众也都表示，听完宣讲，深
感要从自身做起，不断传递正能量，为这个伟大的时代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③6

本 报 讯（记 者
李运海）9 月 20 日，
来自中国工程院、中
国科学院等单位的
专家对我省设计的
《伏牛山世界植物大
观园建设初步方案》
进行了深入研讨，认为方案总体布局符合伏牛山地区的实际，重
点建设项目设置合理，目标切实可行，具有可操作性。

这次研讨会是省林业厅和南阳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省林业
厅有关负责人说，在伏牛山建立世界植物大观园，对于保护和利
用好伏牛山生态资源，把生态资源优势变成生态产业优势，让美
丽贫困山区变成美丽富饶山区，带动区域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
谱写新时代美丽河南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伏牛山位于我省西部，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拥
有从平原到高山的地理海拔，是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的分
水岭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重要水源地，也是物种南北过渡、东
西交会的纽带。这里是全省天然林面积最大、森林覆盖率最高、
蓄积量最大的地区，也是我省动植物种类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地区，被誉为“物种基因库”和“动植物王国”。

自1980年省政府批准建立全省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伏
牛山宝天曼森林自然保护区”以来，伏牛山区共建有国有林场
12个，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地 48个，区域内约 85%的高等植物、
89%的野生动物以及90%的生态系统类型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根据设计，伏牛山世界植物大观园建设范围覆盖总面积
2100平方公里，涉及南阳市卧龙区、宛城区和内乡、西峡、南召、
淅川、镇平、方城等6县2区，需要新建项目30个，整合提升项目
20个，总投资150亿元。③9

没想到，红利来得这么快！

“菇农”“菇书记”“菇奶奶”
——河南清丰“党建+食用菌+扶贫”的县域发展“菇”事

基层亮点连连看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用奋斗书写出彩人生
“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省级示范宣

讲报告活动在洛阳举行

让美丽贫困山区变成美丽富饶山区

我省将建伏牛山世界植物大观园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9月 20日，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
同步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奖励兑现新闻发布会，向举报
人兑现举报奖励。当日，全省警方共奖励举报群众124人，兑现
奖金70余万元。

据省公安厅统计，自今年5月省公安厅发布《关于群众举报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的奖励办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
报黑恶线索9886条，从中破获了一大批黑恶势力犯罪案件。

今年 1月以来，全省公安机关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摆在突
出位置，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抓紧抓实。省公安厅先后21次组织
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成立6个专项督察组，由厅党委委员带
队，对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不间断督察，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
序推进。各级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员参与，制定工作方案，细
化目标任务，敢于动真碰硬，严打黑恶势力违法犯罪。

截至目前，全省公安机关共打掉涉黑涉恶犯罪团伙441个，
其中，涉黑团伙70个，涉恶团伙371个，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
人 19169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17438起，查扣涉案资产 25.32
亿元。同时，查处了一批为黑恶势力庇护的“黑后台”“保护伞”，
查结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黑恶犯罪线索问题。

据省公安厅统计，今年1月至8月，全省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
下降11.09%，其中8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数同比下降19.07%。

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说，全省公安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始终把群众参与、群众支持、群众满意作为检验专
项斗争效果的重要标准，坚决扫除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黑恶势
力。下一步，线索发现核查要再上新水平，严格落实线索核查

“三级三长负责制”和“一案双查制”，坚持扫除黑恶势力、深挖彻
查“保护伞”和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三位一体”同步推进。强
化责任要再上新水平，严格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失职追责要求，夯实“一把手”责任，夯实刑侦部门责任，
夯实警种协同责任，确保形成整体合力。

省公安厅呼吁广大群众要积极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线索，对于举报线索公安机关将严格保密，一经查实将按照相关
规定给予奖励；对包庇、纵容违法犯罪嫌疑人或恶意举报、诬告
陷害他人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举报人进行报复的，将依
法从严、从重惩处。③9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薛钰）
“金融豫军”高质量发展又迈出坚实的一
步：9月 19日，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郑州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举
行首次发行A股上市仪式。此前，该行已
成功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我省
首家上市的城市商业银行，如今，该行又成
为国内首家“A+H”股上市的城市商业银
行。

为何要在香港上市之后再次登陆国内
资本市场？业内人士认为，进入新时代，国
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实体
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迫切需要高质量的金融
服务来支持。郑州银行进入境内外资本市
场，寻求增资扩股、发展壮大，是实现自身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符合时代需求。郑州
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李燕
燕认为，在金融监管趋紧的大背景下，郑州
银行能在深交所上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该行公司治理规范、盈利能力较强，是高质
量发展的直接体现。

据了解，截至 2018年 6月底，该行资
产规模4436亿元，存款余额2631亿元，贷
款余额 1348亿元，上半年净利润 23.83亿
元，排名居全国城商行第一梯队。据2018
年中报披露，郑州银行2017年、2018年年
中营业收入分别为 48.6亿元、51.37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23.25 亿元、23.83 亿元，实
现营收、净利润双上升。

郑州银行董事长王天宇表示，今后，郑
州银行将以A股上市为契机，全面推进金
融服务转型升级，致力于支持“三区一群”、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用高质量金融服
务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原更
加出彩。③8

郑州银行成全国首家
“A+H”上市城商行

全省警方兑现举报奖金70余万元

扫黑除恶进行时

“到清丰,看大棚。”豫北

农业大县清丰,历史上因为

“孝乡”出名,而今发展食用

菌产业越来越形成气候,远

近闻名。2016年以来,县里

按照“党建作保障、政府作

引导、公司作龙头、基地作

示范、贫困户作股东、种植

户作产业”的思路,大力发展

食用菌产业。“党建+食用

菌+扶贫”牵住了精准扶贫

的牛鼻子,走出了一条富民

强县的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150
亿元

伏牛山世界植物
大观园建设范围
覆 盖 总 面 积
2100平方公里，
总投资150亿元

走在平舆县城和一些村镇间，人们一回头就能闻到香油、芝麻酱带来的
浓香味儿。这是属于平舆的味道。据农业专家考证，这里是我国夏芝麻生长
的最佳区域，享有“中原百谷首，平舆芝麻王”的美称，平舆白芝麻也成为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小芝麻正在被平舆做成致富的大产业。近年来，这个地处中
原的农业大县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把白芝麻产业作为支撑县域经济发展
的五大产业之一进行培育。

小芝麻 大产业

▲平舆县平舆康博汇鑫油脂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包装白芝麻（9月10日摄）。
◀村民展示白芝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