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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花婷）10 月 10日至 11日，副省长、
民盟河南省委主委霍金花在信阳调
研脱贫攻坚民主监督和基础教育工
作时指出，要充分发挥民盟界别优
势，助力打好脱贫攻坚战。

霍金花一行先后来到息县杨店
乡张围孜村、息县高中、息县人民医
院，详细了解贫困户致贫原因、帮扶
措施和脱贫情况。

霍金花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提升
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展脱贫攻坚民

主监督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工作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把脱贫攻坚作
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最大民生工程来
抓，民盟河南省委将力所能及地参与
脱贫攻坚工作，汇聚资源、凝聚力量，
从加强教育扶贫、产业扶贫、激发贫困
村贫困户内生动力等方面献计出力。

霍金花还专程来到李芳老师生
前工作的浉河区董家河镇绿之风希
望小学调研，要求全省广大教育工
作者向李芳老师学习，争做党和人
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③9

发挥民盟界别优势 打好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张龙飞）10 月 10 日至 11 日，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
任正晓在安阳调研时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

任正晓来到内黄县碾子头村，
深入到贫困户家中，详细了解帮扶
措施和经济收入等情况，听取县乡
村党组织把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实化
细化、具体化，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重
信重访问题的情况介绍。在汤阴县

白营镇北陈王村，了解农村“严党
风、抓政风、正村风、纯民风、美家
风”建设工作，强调乡镇党委要切实
履行村居巡察工作的主体责任。在
安钢集团，实地了解集团党委纪委
从严治党、以案促改等工作。在安
阳市贝利泰陶瓷公司、安阳市翔宇
医疗设备公司，调研以党的建设高
质量推动企业发展高质量情况。

任正晓强调，要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压实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基层党风廉
政建设，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
严治党就在身边、党纪国法就在身
边、正风反腐就在身边。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平）10月9日至
10 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孔昌生
在商丘市调研时强调，要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把组织优势转化为
扶贫脱贫优势，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高质量。

在商丘市睢县、柘城县、虞城
县、夏邑县和永城市等地，孔昌生访
企业、下农村、进社区，详细了解党
支部及其党员发挥作用、联系服务群
众、脱贫攻坚进展等情况。孔昌生
指出，党的根基在基层、力量在基
层，要加强基层党员队伍和党群阵
地建设，持续提升服务群众、促进发
展的能力。要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

法，让老百姓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
都能听得到党的声音，着力打通基
层党建“最后一公里”。非公企业要
以党建聚群力，以党建促发展，实现
党建工作和企业发展良性互动。

孔昌生强调，农民富不富关键
看支部，关键看农村基层党组织凝
聚力战斗力强不强。要持续整顿软
弱涣散和后进村基层党组织，选优
配强带头人，着力打造一支懂经营、
会管理、有技术的农村基层党员干
部队伍，使他们成为带领农民脱贫
致富的中坚力量。要切实压实责
任，增强帮扶能力，严格奖惩考核，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组织保
障。③4

孔昌生在商丘调研时要求

以党建高质量促脱贫攻坚高质量

□本报记者 李运海

一方面是大量土地闲置，冷落多年
无人问津；另一方面，城市建设用地指
标紧缺，一些地方政府为确保项目落地
四处购买指标。土地供应出现令人看
不懂的矛盾和悖论。

近日，我省推出建设用地“增存四
挂钩”政策，为处置批而未供、闲置土地
开出“新药方”。“增存四挂钩”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新药方”能否根治闲置土地

“顽疾”？10月 11日，记者对此采访了
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

“老顽疾”：闲置土地屡治屡增

我省历来高度重视解决土地粗放
利用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从
2012年至 2017年年底，全省累计处置
批而未供土地 92.27 万亩、闲置土地

27.12万亩。但是，闲置土地屡治屡增，
居高不下。截至 2017年年底，全省闲
置土地21.28万亩，数字依然非常庞大。

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利用处副处长陈
玉献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
处置闲置土地成本高、开发新地块成本
低，有些地方政府对闲置土地处置积极
性不高。已经供应的土地出现闲置，或
者是因为政府调整规划，或者是因为企
业无力开发。有的土地闲置10多年，盘
活解决的难度很大。单靠过去的政策
和做法，已经无法治好闲置土地“顽疾”。

“新药方”：“增存四挂钩”

今年，自然资源部出台建设用地
“增存挂钩”机制，剑指批而未供和闲置
土地。国家要求我省，今年对 2015年
之前形成的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率、闲置
土地处置率均应超过15%。

我省结合省情，细化创新，推出建
设用地“增存四挂钩”政策。未来，全省
在下达分解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时，将批
而未供土地和闲置土地处置情况作为
考核指标，与土地利用计划、城镇工矿
规模指标分配调整、新增建设用地报批
和开发区升级（扩区）等四个方面挂钩。

根据这一政策，今年未按时完成批
而未供、闲置土地处置任务的市、县，将
暂停受理除省以上重点工程、重大民生
项目和脱贫攻坚项目以外的新增建设用
地申请，同时还会被倒扣年度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城镇工矿规模指标调整
及各类开发区（产业集聚区）建设也会受
到较大影响。按时完成处置任务的市、
县，将获得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

陈玉献说，“新药方”能否根治闲置
土地“顽疾”，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观
察。但是，这一新药方将倒逼地方政府
加大对批而未供、闲置土地的处置力

度，遏制粗放利用土地乱象。

“组合拳”：一地一策

实施“增存四挂钩”政策的同时，我
省打出“组合拳”，对复杂问题实行一地
一策。

对土地批而未供的，通过失效、撤
回、核减等方式清理失效或无用的用地
批准文件，既降低了批而未供总量，又能
激活用地指标和已上缴的各种税费。
对闲置工业用地，鼓励通过依法转让、合
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用于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的，可享受用地政策的各种优惠，
进一步降低闲置土地处置难度。

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陈伟强认为，
“增存四挂钩”以闲置土地处理率确定新
增用地规模，将激发地方政府处置闲置
土地的内生动力，推动城市发展转向以
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主的新路径。③4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0月 10
日，副省长戴柏华在郑州会见了瑞
士巴塞尔乡村州州长萨比娜·贝格
拉罗一行。

戴柏华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他说，我省目前正在加快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高质量
发展，巴塞尔乡村州优质的经济结
构、卓越的创新水平与我省发展战
略高度契合，双方在现代农业、高
新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合作空间广
阔。河南愿与巴塞尔乡村州加强

交流与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多作
贡献。

萨比娜·贝格拉罗对戴柏华的
会见表示感谢。她说，河南的快速
发展令她印象深刻。希望未来双方
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
开展更多合作。

会见结束后，省政府外侨办与
巴塞尔乡村州经济发展部签署了合
作备忘录。按照备忘录的内容，双
方将共同协商规划两地合作事宜，
推动两地发展友好省州关系。③4

瑞士客人来豫洽谈多领域合作

本报讯（记者 尚杰）10月 10日
晚，全省脱贫攻坚巡视发现问题整改
及专项治理座谈会在林州市召开。会
议通报了省委第四轮巡视中发现的扶
贫领域突出问题，省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宣布了《河南省扶贫项目建设管理
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等 3个方
案。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武国定指出，省委第四轮巡视
中发现扶贫领域存在的项目资金管
理、精准识别、作风建设等方面问
题，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还比较严
重。开展扶贫领域巡视问题专项治

理，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一项重要
任务，各级各部门务必在思想上高
度重视，充分认识到存在问题的严
重性、危害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心安排部署，认
真组织开展项目建设管理、扶贫资
金使用管理、雨露计划实施管理、精
准识别回头看等专项治理，对问题线
索逐一核查、对存在问题逐一纠正、
对违法人员逐一严惩；要切实堵塞漏
洞，建立健全长效机制；要严格督查
考核，推动问题有效解决，确保高质
量打赢脱贫攻坚战。③4

认真开展扶贫领域问题专项治理

本报讯（记者 陈辉 实习生 周晓文）
10月 11日，记者从省工信委获悉，由工信
部主办的 2018年“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 50强名单出炉，我省有两个项目入选，
省工信委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工信部自2016年已连续举办三届“创
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今年大赛以“围绕
产业链，打造创新链”为主题，着力打造为
中小企业和创客提供交流展示、产融对接、
项目孵化的平台，共举办区域赛26场、专题
赛23场，参赛项目覆盖产业互联网应用、人
工智能等诸多新兴领域。

我省入选大赛 50强的两个项目分别
是中业科技的中业 AI赋能+解决方案和
巩义泛锐材料的高性能复合泡沫材料产
业化。中业 AI赋能+解决方案底层框架
包括AI领域的数据、算法和计算，在数据
方面打造了多语言国际社交应用 GaGa，
服务全球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6300万用
户。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料公司研发
的高性能复合泡沫材料，创新采用新型树
脂材料，配合树脂传递模塑和真空辅助注
射相结合生产工艺，打破了国外在高性能
复合泡沫材料上的垄断。③5

我省推出建设用地“增存四挂钩”政策

处置闲置土地有了“新药方”

任正晓在安阳调研时强调

夯实基层管党治党责任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我省两项目入选
“创客中国”50强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影报道

1989年初，原阳县官厂乡刘固村的娄钢家仅有三间旧瓦房和一间茅草屋。
借助改革开放好政策，他们一家人努力耕耘，靠科学种田和发展农业经济致富，
盖起了漂亮的两层小洋楼。该村农民富起来之后也纷纷盖起了新房，幸福地享
受着富民政策带来的好日子。⑨6

告别茅草屋 住进小洋楼

今年，娄钢家投资30多万元盖起了漂亮的两层小洋楼。

1989年初，娄钢家的土墙垒起的大门没个遮挡。

10月 11日，洛阳中国一拖柴油机公司自动化生产车间，工人正在忙
碌。该公司通过智能制造改造，建设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6条，技术水平国
际领先。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童浩麟）10月 11
日上午，“感动中国 2016 年度人
物”——阿布列林·阿不列孜，像 50
年前一样，在焦裕禄烈士墓前恭恭
敬敬摆上花篮，向着墓碑三鞠躬，

然后用维吾尔语高唱《焦裕禄：毛
主席的好学生》。

50 年前，阿布列林千里迢迢
首次到兰考祭拜焦裕禄。今年 9
月，身患脑梗塞的他到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病情有
所好转，他便要求去兰考祭拜焦
裕禄。

1968 年 2 月 16 日，17 岁的阿
布列林与几位维吾尔族同学一起
从遥远的新疆哈密专程到兰考，祭
拜他心中的偶像焦裕禄。从此，焦
裕禄精神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
回哈密后，阿布列林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在当地检察院和法院
工作的 30 多年里，他办了近千件
案件，件件都是经得起时间和人民
检验的“铁案”。

2014 年 3 月 17 日，阿布列林
的感人事迹被本报记者李黎祥率先
报道，迅速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最高人民法院给阿布列林荣记一等
功，他还先后获得时代楷模、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

为深入宣传阿布列林的感人事
迹，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李黎
祥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在阿布列林的热情配合下，写
出了《阿布列林——焦裕禄精神的
当代传人》一书。2018年 3月，《阿
布列林——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
人》一书正式出版。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人员对该书进
行了审读，认为该书导向正确，内
容健康，具有积极的正能量，要求
有关部门采用适当方式，利用好该
书，发挥作用。

10 月 11 日，中州古籍出版社
负责人和阿布列林一起到焦裕禄
干部学院，参加《阿布列林——焦
裕禄精神的当代传人》赠书仪式。

“作为一所以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
为主题的干部学院，不仅需要有好
的教师，而且需要好的教材，《阿布
列林——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人》
一书将进一步丰富学院的教材体
系。”焦裕禄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席建设说。③5

阿布列林再赴兰考祭拜焦裕禄
《阿布列林——焦裕禄精神的当代传人》赠书仪式同日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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