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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江勇

“我们与清华大学邱新平教授团队合作的纳米空心
硅产业化项目，总投资100亿元。从8月初项目签约，至
9月份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仅用时 28天，完成工商注册
手续只用了两个半小时。”10月 11日，项目投资方北京
清创硅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旭东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由衷赞叹，“新乡高新区的服务真好，效率真高！”

自去年9月启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以来，新乡高新区
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大部制”，机构由 33个缩减至
12个，3465项管理权限下放，极大地优化了营商环境。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激发创新活力动力的“关键
一招”。今年以来，郑洛新自创区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
革，核心区的 184项事项可以通过“政策直通车”直达省
直部门，进一步提高了自创区行政效率。上半年，自创
区核心区各类创新主体加速发展，省级以上各类创新平
台达348个，同比增加24个；高新技术企业达533家，同
比增加 146家；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59.9%；郑洛新 3市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分别为10.9%、9.2%、9.8%。

管理体制改革释放创新活力

“改革前，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和工作作风都难以
适应高新区快节奏、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去年 9月推行

‘全员聘任制、绩效考核制、薪酬激励制’三制合一改革
后，人人头上有指标，肩上有责任，通过制度创新转变了
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新乡高新区人力资源部部
长张贺星说。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10月 11日，全
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在林州
市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全国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精神，认真
落实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
议部署，总结进展情况，安排下步工作，
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省委
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喻红秋出席并讲
话。副省长武国定主持会议。

喻红秋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
性、历史性任务。省委、省政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
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大力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会前，省委书记王国生、

省长陈润儿提出要求，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
化双轮驱动，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同打
好脱贫攻坚战、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
合，加强党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领
导，以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
民全面发展助推中原更加出彩。我们
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增强政治责任
感，持续深入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喻红秋强调，要突出关键重点，抓
好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建设、人才建设、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治理，高质量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党的领导，
坚持科学统筹，加大资金投入，健全制
度保障，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

林州、长垣、兰考等 6个县(市、区）
作了交流发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
林州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情况。③5

□本报评论员

新时代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近日，原

任濮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现任濮阳

市委副书记邵景良忠于职守、改革创新、

担当奉献的生动故事，在社会各界引起强

烈反响，进一步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立

足新起点、彰显新担当、实现新作为，用奋

斗书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精彩篇章。

他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做忠诚干净担当好

干部的先进典型。邵景良同志心中有

党，对党忠诚，以身许党，旗帜鲜明讲政

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党叫干啥就

干啥”；心中有民，心里装着群众，时刻想

着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千方百计为群众

谋利益、办实事、保平安；心中有责，对工

作始终敢字当头、干字在前，敢于负责、

敢为人先，彰显了领导干部勇于担当的

价值底色；心中有戒，自觉把党纪国法、

公义廉耻作为心间戒尺，将干事创业、为

人处世的根基立稳在了从严自律上。

他是在做好安全稳定工作中，我省

政法战线涌现出的政治过硬、业务过硬、

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突出代

表。宗教问题、信访问题，每一项工作都

任重而道远；治安维稳、扫黑除恶，每一次

战役都紧张而关键。正是靠着自觉担责

担难担险，横下一条心、拿出一股劲，有苦

不怕苦、知难不畏难，肩扛公正天平、手持

正义之剑，邵景良才带领濮阳市政法综

治维稳信访战线广大党员干部，一次次

化难为易、化危为机、化险为夷，以实际行

动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和法治就在身边。

他是自觉担负起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历史使命，争做出彩河南人的时

代先锋。在社会转型期，奋力决胜全面

小康征程上，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扫黑除

恶、治安防控工作，事关社会稳定、经济

发展、百姓乐业。在治安维稳的战场上，

邵景良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满腔热爱，拉

高标杆、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计得失，不

怕牺牲，为事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鲜

明地体现出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内在

品格，艰苦奋斗、负重前行的实干精神，

敢闯新路、奋勇争先的进取意识，激励我

们见贤思齐，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

在各自的岗位发光发热，用奋斗实现人

生价值，用实干圆梦出彩中原。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需要榜样砥砺。领导干部怎么干？怎

样让党和人民满意？就是要以邵景良

为榜样，以“为民”为宗旨，以“实干”为

要求，永志不忘初心，造福一方百姓，创

造出无愧时代的光彩业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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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议召开
喻红秋出席会议并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
河南时明确指出，希望河南

着力打好包括“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等在内的“四张牌”。省
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强调，要
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激活高
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本报今起推出系列
报道，介绍我省在加快科技创新、推进创新
驱动发展方面的新举措和新成效。③9

开栏的话

争当党和人民满意的领导干部

争做 河南人

中国开封第36届菊花文化节
2018年 10月 18日至11月 18日举行

□本报记者 刘海涛 王映
本报通讯员 郭栋

让我们把镜头闪回到一年前。
2017年 9月 19日，北京，人民大

会堂。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
大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濮阳市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国新评选表彰的 10个全国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优秀市之一、濮阳市委政法
委作为 142 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
进集体之一，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
央领导接见，时任濮阳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邵景良荣获中央组织部、中
央综治委的嘉奖。

忠诚向党，赤胆为民。这份崇高
的荣誉，饱含着一种不懈的力量：在省
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邵景良以强烈
的政治担当，团结带领濮阳市政法综治

维稳信访战线广大党员干部，维护国家
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让人
民群众的生活阳光灿烂、幸福平安。

“党叫干啥就干啥，决
不和党组织讲价”

“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
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
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
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习近平
总书记对全体党员的殷殷嘱托，邵景
良牢记在心、身体力行。

在濮阳市政法系统，无论是领导
干部还是一般干警，大家都很熟悉邵
景良常说的一句话：“党叫干啥就干
啥，决不和党组织讲价。”

就在几天前，邵景良由濮阳市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转任濮阳市委副书
记，这是他在濮阳工作 7年间变换的
第三个岗位。

干啥他都干得风生水起。2011
年 8月，邵景良从省直机关来到冀鲁
豫三省交界的豫东北门户濮阳，任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他参与政务、
管理事务、协调各方，工作业绩突出。

2014年年初，鉴于当时濮阳市政

法综治维稳信访工作的实际情况，需
要一位有能力、敢担当、能干事的分
管领导，组织认为邵景良是最合适的
人选。

邵景良刚一就任政法委书记，一
起不法分子勾结外国势力，恶毒攻击
党和政府的案件就摆在面前。

“这个问题敏感，一旦处理不好，
就可能受处分！”“好心人”私下劝他。
邵景良却眼睛一瞪：“那些不法分子的
嚣张气焰，难道不是公然向党和人民
挑衅？咱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同
一切反党反人民的行为作斗争！”

那段时间，邵景良吃住在办案一
线，督导协调案件办理，最终打赢了
这场硬仗，将案件办成了铁案和精品
案件，受到中央领导和省委的充分肯
定和高度评价，群众更是拍手称快。

（下转第四版）

危急时刻，他都冲在最前面
——记濮阳市委副书记邵景良

开幕还有 天

距第十二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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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高质量发展 第一动力

寒露时节，太行山脉红
叶簇簇，美不胜收。图为
10月 10 日，林州市石板岩
镇车佛沟村的红叶美景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尽享中
原大地的秋日韵味。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红叶
染太行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核心提示：今年以来，南阳市在
脱贫攻坚工作中，超前谋划，集中开
展春季双基提升、夏季双业攻坚、秋
季双貌改善、冬季志智双扶“四大行
动”，夯实了脱贫质量，在全省半年考
核中跃居先进行列。随着水、电、路
等一批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入推进，教
育、卫生、住房等各类保障措施的统
筹实施，越来越多的贫困村铺上了柏
油路，群众喝上了放心水，用上了 4G
网，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有了产业、
就业门路，实现脱贫致富……贫困群
众正大跨步走在旧貌换新颜的蝶变
之路上。

春季双基提升促精准

为确保脱贫攻坚各项举措更加
精准、更加有效，实现贫困户识别零
差错、贫困户退出零差错、扶贫资金
使用零差错、行业政策落实零差错、
帮扶措施覆盖零差错“五个零差错”

目标，南阳市敢于揭短亮丑，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以“摸排澄底、建立台账，
分类交办、整改提升”为主题的脱贫
攻坚“春季双基提升”，进一步摸清基
本情况，提升基础工作。

“春季双基提升”的重点任务是澄
清 7大类 39项基础工作底子，该市动
员全市各级帮扶干部，从 3月份开始，
在两个月时间里，进村入户，对照年度
目标任务，一项一项找差距、找短板、
找弱项，一个一个列清单、抓整改、促
落 实 。 截 至 7 月 底 ，整 改 到 位 率
92.39%，实现了脱贫攻坚的精准提升。

夏季双业攻坚强增收

从 5 月开始，南阳夏季双业攻坚
工作拉开帷幕。该市紧扣产业扶贫

和就业扶贫，分为动员部署、制定规
划、全面实施、市级验收四个阶段，努
力实现扶贫产业示范园、扶贫产业示
范基地、扶贫就业车间、牧原“3+N”
扶贫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劳动
技 能 培 训、劳 动 力 转 移 就 业 等“ 七
有”，把贫困群众嵌入扶贫产业链，持
续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为确保夏季双业攻坚的扎实开展，
南阳建立产业就业奖补机制，召开现场
会动员推进，扶贫专班多次暗访督导，
产业扶贫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产
业项目得到进一步确立和明晰，一乡一
业、一村一品产业格局进一步凸显。全
市累计实施各类产业扶贫项目 1123
个，覆盖贫困人口11.3万人，新吸纳贫
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6万人。

秋季双貌改善靓家园

10 月 11 日，在镇平县杨营镇程
庙村，区间道上干净敞亮，一个个绿
色的垃圾桶整齐地摆在路边，成为一
道亮丽的风景。

为改变农村居住环境，镇平县创
新垃圾处理模式，按照“政府主导、市
场化运作、企业化运营”思路，与中环
洁环境有限公司合作，创新环卫一体
化处理体系。目前，已投入 1.5 亿元
确保乡村“眉清目秀”。

而这只是一个缩影。南阳将秋
季“双貌”即村容村貌、户容户貌改善
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对照以村为
单位开展“三无一规范一眼净”为重
点的村容村貌专项治理活动，以户为

单元开展“七改一增一树”为内容的
户容户貌改善任务，目前，全市已投
入资金 15.7 亿元，改造贫困户户容户
貌 4.6 万户，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进
一步完善，垃圾处理基本形成村收
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工作机制，农村
真正成为宜居宜业的美丽之地。

冬季志智双扶增动能

原先一天三喝，整天晕晕乎乎、破
罐子破摔，如今起早贪黑发“羊”财……
在内乡县余关镇子育村，贫困户王书敏
门前的黑旗变红旗，竟然成了光荣户。

为提升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南阳
把“扶志”与“扶智”有机结合起来，深
入开展“志智双扶”深化移风易俗活
动。活动开展以来，南阳市科技、农

业等部门积极开展“百姓宣讲直通
车”“社科知识大篷车”等理论宣讲活
动 110 场。全市 521 个贫困村，村村
都有文化墙，刷写宣传标语 5 万多
条。市扶贫办筛选制作了以唐河县
脱贫典型王万才等 7个脱贫典型的致
富专题片，在农村贫困群众中广为传
颂。全市建起农民夜校、讲习所 362
个,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820 个。建
成“爱心超市”397 个，以积分换取商
品，开展所有贫困村全覆盖。开展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 103 场，用
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感染激发贫困
群众发展致富的内生动力……

南阳以“四大行动”为抓手，分季度
抓重点，按阶段强力推进，促进脱贫攻
坚各项工作的快速推进。截至7月底，
南阳市筹措安排财政扶贫资金22.7亿
元，入库项目1528个，已开工竣工项目
787个，资金拨付率69.07%，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5.9个百分点，资金拨付率居
全省第三位。产业扶贫项目 5109个，
已经竣工4611个，均居全省前列。

春季双基提升、夏季双业攻坚、秋季双貌改善、冬季志智双扶——

南阳：“四大行动”夯实脱贫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