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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进行时·反馈篇之四

省委巡视组集中向十届省委第四轮
被巡视单位反馈巡视情况

□本报记者 卢松 石可欣

10月15日至18日，省委10个巡视
组分别向30家被巡视单位及其所属省
辖市党委反馈了巡视意见。

今天，本报继续刊发省委巡视组对
被巡视单位的反馈意见。

嵩县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不够深入系统，常态化制度
化坚持得不好，结合实际不紧密，落实脱
贫攻坚工作政策有差距，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还不够有力。“两个责任”落实不到
位，扶贫项目监督管理和资金使用存在
漏洞，廉政风险大，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还时有发生，扶贫领域作风不够
扎实。组织建设薄弱，抓党建促脱贫没
有落到实处，落实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
执行组织纪律不严格。落实中央和省委
巡视问题整改还不够彻底。

嵩县县委书记徐新表示，对于省委
巡视组反馈的问题，县委高度重视、全面
认领，一定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要
求、最有力的举措，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要提升政治站位，以扎实的整改成效实
现政治上的强身健体、诠释政治上的绝
对忠诚。要扛牢主体责任，在全县树立
真改实干的鲜明导向。从严从实“列单、
交单、办单、消单”，建立健全督促检查、
考核验收、执纪监督机制，确保各个问题

“见底清零见效”。要注重统筹结合，把
巡视整改纳入全局工作之中，推动各项
事业取得新进步，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
动经济发展高质量、脱贫攻坚高质量。

汝阳县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差距，学用结合不紧
密，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不够有力，落实脱
贫攻坚政策不够到位。组织工作弱化，
以党建促脱贫效果不明显，执行党内政
治生活准则不严肃，执行政治纪律不规
范不严格。落实“两个责任”不到位，顶
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时有发
生，扶贫项目和资金监管盲区大，廉政风

险隐患多，扶贫工作作风不扎实。开展
巡察工作不够有力，落实巡视整改不够
彻底。

汝阳县委书记潘峰表示，巡视组反
馈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性，县
委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提高
政治站位，旗帜鲜明讲政治，树牢“四个
意识”，践行“两个维护”，切实增强抓好
巡视整改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
问题导向，突出建章立制，确保问题整改
常态长效。逐条对照检查，举一反三、标
本兼治。用好巡视成果，全面扛起“两个
责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
赢打好“三大攻坚战”，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把富裕美丽幸
福和谐新汝阳建设好。

新安县存在的主要问题：“四个意
识”不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够
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委脱贫攻坚政策有
差距；脱贫攻坚主体责任落实不力，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较为突出，部分党
员干部对脱贫攻坚业务不精，措施不精
准，扶贫项目资金监管缺失，县委巡察监
督助推脱贫攻坚作用发挥不够；党建引
领脱贫攻坚乏力，组织纪律执行不严，党
内政治生活不严肃，议事规则执行不严
格，基层组织建设较为薄弱，选人用人制
度落实不到位；落实中央、省委巡视整改
工作还不够彻底。

新安县委书记刘冠瑜表示，对巡视
组反馈的意见，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
决做到“五个到位”。思想重视到位，要
把巡视整改作为践行“四个意识”、落实

“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切实推动新安
高质量发展；领导责任到位，县委常委班
子成员带头把自己摆进去，坚持把反馈
问题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细抓
实；整改落实到位，把整改落实工作纳入
全县工作大局，确保任务不折不扣落到
实处；措施强化到位，健全县、乡、村三级

联动问题整改和工作推进机制，逐级压
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作风转变到位，
深入学习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

义马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不深入。学习贯彻抓得不
紧，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措施不力，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不够坚决，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不力，党的建设存在薄弱环节。修
复政治生态意识不强，意识形态领域失
守失责，党内政治生活不够严肃，干部选
用管理不够规范，基层党的建设比较薄
弱；管党治党责任抓得不牢，全面从严治
党失之于宽。“两个责任”压力传导不足，
整治“四风”问题手腕不硬，懒政怠政问
题比较突出，开展巡察监督质量不高。

义马市委书记杨彤表示，巡视组反
馈的问题客观中肯、一针见血、切中要
害，市委将全面认领、照单全收、坚决整
改。切实增强“四个意识”，主动扛起巡
视整改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整改要求，坚
决彻底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以巡视
整改为牵引，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
济发展高质量，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义
马贡献。

灵宝市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深不实。脱贫攻坚有
急功近利倾向，一些帮扶项目弄虚作
假。产业扶贫项目谋划不精准，招投标
管理混乱，带动脱贫效果差；“户贷企用”
助力扶贫产业推力小、风险大；扶贫资金
监管存在漏洞，贪污挪用、虚报冒领、滞
留闲置问题时有发生。管党治党不够有
力，部分党员干部党规党纪意识淡薄。

“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党建促脱贫攻
坚抓而不实，干部选拔任用不够严肃规
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和“四
风”问题屡禁不止。对中央、省委巡视反

馈问题整改不到位，措施不够有力，效果
不够理想。

灵宝市委书记孙淑芳表示，省委巡
视组反馈的意见，找得准、找得深，客观
具体、实事求是，市委将严肃对待、诚恳
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切实扛起整
改责任，加强领导、硬起手腕、严格考核，
确保整改工作高位推进、动真碰硬、取得
实效；切实扎牢制度笼子，坚持标本兼
治、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
做到真改实改、彻底整改。进一步压实

“两个责任”，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着力
打造良好政治生态。

卢氏县存在的主要问题：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存
在偏差。学习不够主动自觉，没有做到
入脑入心；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不深入，
存在搞形象工程、追求宣传效应现象。
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存在偏
差。工作作风不扎实，落实“六个精准”
不到位，存在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措施
到户不精准、因村派人不精准问题；站位
全局谋划发展有差距，产业扶贫效果差、
风险大；项目实施存在“量身定做”情况，
涉嫌利益输送；一些基层干部侵害群众
利益问题严重。全面从严治党存在偏
差。“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和“四风”问题突出，个
别党员干部顶风违纪，公款大吃大喝屡
禁不止，由“痕迹主义”滋生的形式主义
盛行。

卢氏县委书记王清华表示，省委巡
视组反馈的意见，实事求是、中肯深刻、
令人警醒，县委将诚恳接受、全面对照、
坚决整改。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抓好巡
视反馈问题整改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
具体行动，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较真碰硬抓整改，坚持全面整改和重点
整改相结合，解决问题和举一反三相结
合，逐条逐项，毫不含糊，推动整改工作
落地见效。强化担当扛责任，加强巡视
成果运用，放大巡视整改效应，切实以巡
视整改高质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③5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10月26日，
许昌市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
许昌学院举行。这是河南省第一家由
地方党委党内法规工作实务部门与高
校联合成立的党内法规研究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重要指示
精神，许昌市委决定，与许昌学院联合

成立许昌市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据悉，研究中心将以贯彻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决策部署为实践导向，全
面开展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和实践应用
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教育培训
等工作，致力打造全国有影响、全省一
流的全面从严治党决策智库、党内法
规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党内法规制
度教育培训与人才培养基地。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一宁）10月 26日，
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我省面向部分
高校选调400名应届毕业生，其中面向
河南大学计划定向选调30名。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选调范围除
了包含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省内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还新增了最新 QS世界大
学综合排名前 100名高校。这些学校
2019年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应
届毕业生如符合条件，均可参加报考。
录取的选调生在基层锻炼后到省辖市
市直党政机关工作。

选调工作采取本人自愿报名、党组
织审核推荐、组织人事部门考试与考察

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符合条件的学生，
可于 11 月 2 日登录报名网站（www.
haedu.gov.cn）进入报名系统，接受报
名资格初审。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QS
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 100名高校学生
报名截止日期为 11月 16日，河南大学
学生报名截止日期为11月 14日。

选调生到岗后，先安排到对口的乡
镇（街道）进行为期2年的基层锻炼（其中
第1年为试用期），第一年到村任职，第二
年挂任乡镇党政副职。选调生在录用单
位最低服务年限为3年（含试用期和基层
锻炼时间），在本省辖市内最低服务年限
为5年（含试用期和基层锻炼时间）。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10月 26日，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启
动仪式在郑州举行。该基地将以提
升技术标准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

“四中心一平台”为重点，为服务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引领全
省创新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
支撑。

国际标准化组织秘书长塞尔吉
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在致辞
中表示，技术标准和科技创新的融
合，必将更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和
社会的进步。中国在 ISO 治理和战
略制定等重大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作出了积极贡献，这其中也有很
多的河南因素。如河南牵头制定了8
项 ISO国际标准，希望河南省一如既
往地积极参与 ISO国际标准化活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管
理司副司长李玉冰在启动仪式上对
创新基地提出了具体要求：基地建设
要在吸收、应用自主创新成果的基础
上，加强标准化资源与科技、产业等
资源对接，提高标准供给效能，要在
建立自主创新标准体系、培育发展团
体标准、技术标准与产业融合资源开
放共享三个方面下功夫，为自创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探索创新基地建
设河南模式、打造河南样板、提供河
南经验。

为推动创新基地建设，创新基

地建设专项工作组成立了专家委员
会，作为创新基地的决策咨询机构，
对基地发展规划、计划、重大项目等
提出咨询意见建议。启动仪式上，
省质监局局长唐远游代表创新基地
建设专项工作组向河南工业大学校
长卞科、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有限公司质检中心教授张树
朝、中钢集团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有限公司教授李红霞等 9名专家颁
发了聘书。

按照省政府办公厅下发的《国家
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建设方
案》，基地将重点建设标准化战略研
究中心、技术标准协作创新中心、技
术标准验证中心、标准化创新人才交
流培养中心、标准化创新云服务平
台。到 2021 年，全面完成创新基地
筹建任务，创新基地运行机制健全高
效，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服务水平显
著提高，引领作用有效发挥。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不忘初
心、同享荣光，融合转型、再创未来。
10月 26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
中心举行建厂 70周年庆祝会，60多
家新闻媒体、出版、印刷企业的负责
人参加。

1948年10月28日，河南日报印刷
厂在开封成立。1949年6月1日，河南
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正式创刊。老
一辈印刷人在极其简陋的厂房里，不畏
艰难，不辞劳苦，凭着一腔热血和几台
破旧的手摇印刷机，开启了河南党报
印刷事业的发展征程。1954年11月，
印刷厂随着河南日报社搬迁至郑州市
纬一路一号院，之后又于2005年 4月
搬迁至郑州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更
名为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在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秉持“党报印刷
无小事”的责任意识，已发展成为中
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
现代化印刷企业，印刷能力在全国位
居前列，进入全国省级党报第一方
阵。在当前媒体融合发展新形势下，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主动作
为，在精心做好传统业务、全力保障
印刷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数字印
刷、平面创意等新业态，稳步拓展书
刊、商业印刷等新领域，继续保持稳
中求进、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

庆祝会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
务中心与都能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建立大河印刷网络商城，开拓线
上线下多元化印刷服务。③6

本报讯 记者 10月 26日获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决定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兵师团
三级事业单位计划招聘2437人，其
中综合管理类 578 人，医疗卫生类
987 人，高校、中专教师（含兵团党
委党校）347 人，中小学、幼儿教师
525人。

招聘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
准，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
则，采取考试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
果公开。

报考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往

届本、专科毕业岗位的，按照发布
招聘信息、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查、
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考察、
公示、聘用等程序依次进行；报考
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高级职称岗位的，按照面
谈、体检、考察、公示、聘用的程序
进行。

报名时间为10月23日18:00-11
月 5 日 18:00；笔 试 时 间 为 11 月
18 日。报考人员可登录兵团考试
信 息 网（www.btpta.gov.cn) 报
名。③9

（本报记者）

我省又添一国家级创新平台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郑洛新)启动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举行建厂70周年庆祝会

许昌市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成立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我省面向部分高校
选调400名应届毕业生

10月 26日，濮阳县王称堌镇水产养殖示范园工作人员开始下网捕鱼。
该镇发挥黄河水资源优势，利用盐碱低洼土地发展水产养殖，一期流转土地
1500亩，吸纳贫困户入股，助力贫困户脱贫增收。⑨6 赵少辉 程正锋 摄

10月 24日，贺慧玲在检查机车风管。今年52岁的贺慧玲是郑州机务段机车质检部门的一名工作人
员，她在质检工作中，用“女汉子”特有的倔劲和细心，把好机车质量关，为列车运行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正因如此，她先后荣获河南省百名职工技术英杰、火车头奖章、全国铁路先进女职工等荣誉。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雪娜）10月 26日，河南首家“海峡
两岸青年创业基地”在洛阳恒生科
技园揭牌。

作为中原地区两岸交流合作的
“排头兵”，早在 2014 年 12 月，洛阳
恒生科技园就成立了台湾文创基
地。去年 10月，该园区申报了“海峡
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项目，以洛
阳创意设计孵化器设计中心（台资企
业）注册入驻和良好运营为基础支
撑，充分发挥海峡两岸青年就业创业
基地招才引智和交流服务的作用，为
台湾文创产业青年创业者搭建低成
本、全要素的创业孵化平台。③6

河南首家“海峡两岸青年
创业基地”揭牌

火车技师中的“女汉子”

今年国务院台湾事

务办公室在全国命名了

17 家“ 海 峡 两 岸 青 年 创

业基地”，目的在于进一

步 搭 建 服 务 平 台 ，提 供

政 策 支 持 ，为 台 湾 青 年

来大陆创新创业提供服

务 ，为 台 湾 青 年 来 大 陆

交流、实习、就业营造有

利环境。

相关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