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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运海）记 者 从 11 月
20 日召开的全省 10
大重点水利工程用地
保障动员会上获悉，
为实施四水同治，我
省今明两年将陆续开
工建设 10 项重大水
利工程，计划2023年
全部建成投用。

这 10 项重大水
利工程分别是计划今
年年底开工建设的宿
鸭湖水库清淤扩容工
程和卫河共产主义渠
防洪除涝治理工程，
计划明年开工建设的引江济淮工程、小浪底南岸灌区工程、小浪
底北岸灌区工程、大别山革命老区引淮供水灌溉工程、洪汝河治
理工程、赵口引黄灌区二期工程、黄河下游贯孟堤扩建工程和西
霞院水利枢纽工程。

这些重大工程总投资343亿多元，治理河道和堤防889.9公
里，建设渠道或管道 1434.3公里。工程项目投用后，我省将新
增年供水能力17.81亿立方米，新增灌溉面积338.7万亩。污染
严重的卫河、蟒河和惠济河区域水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豫
北、豫中、豫东地区地下水超采将得到治理，可提高洪汝河、卫河
共产主义渠的洪水下泄能力。扩建改造贯孟堤，将从根本上解
决封丘倒灌区内43.14万人的防洪安全问题。

根据规划，这10项重大水利工程需占用土地18.08万亩，其
中永久征地5.17万亩，临时占地12.91万亩。目前有5个项目通
过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土地预审。为此，我省各级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根据工程用地情况，认真做好基本农田补划、占补平衡指
标落实、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统筹解决土地报批中遇到的问
题，并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积极提供保姆式服务、贴身式服
务和上门服务，以优良作风推进项目建设。省国土资源厅正按
照既定的时间节点，全力做好用地保障，确保 10项重大水利工
程准时开工、合法用地、按时建成投用。③6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志昭）在获得北京大学中
文核心期刊仅仅两个多月后，11月 16日再次从北京传来喜讯，
《新闻爱好者》杂志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这是该杂志首次入选。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每三年开展一轮全国人文社会科
学期刊评价工作，涉及全国1291种期刊。该评价报告包含顶级
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扩展期刊、入库期刊等 5个评价等
级。2018年评价报告中收录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28种，其中，
权威期刊1种，核心期刊11种，扩展期刊16种。

目前，国内权威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分为四种，分别
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
期刊”、武汉大学“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这次《新闻爱好
者》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扩展版，标志着在全国四大
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中，《新闻爱好者》已进入三大核心期刊方阵。

近几年，《新闻爱好者》杂志社瞄准一流期刊狠抓质量，学术
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杂志的质量和美誉度在业界和
学界越来越被认可，文章的转载率、转摘率和被引用率不断提
升，仅2018年就有16篇文章被“四大文摘”期刊转载转摘，取得
了历史最好成绩。③4

本报讯（记者 卢松）今年以来，我省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按照全省脱贫攻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和工作部署，扎实推进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严肃查处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为全省打赢
打好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纪律保障。为
进一步严明纪律要求，强化警示教育，11月
20日，省纪委通报了六起典型案例。

济源市扶贫办原主任范洪亮等人在
扶贫工作中不担当、不作为，造成财政资
金滞留问题。经查，2015年至 2016年，济
源市扶贫办、市财政局在扶贫工作中措施
不得力，行动迟缓，导致该市扶贫资金严
重滞留，多个项目无法实施。截至 2016
年 12月 31日，该市扶贫资金滞留 2592.2
万余元，资金结余率高达 60.92%，严重影
响当地扶贫工作进度。2018 年 5 月 28
日，市扶贫办原党组书记、主任范洪亮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市扶贫办原党组成
员、副主任黄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市扶
贫办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亚平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市财政局农业科科长赵卫受到
政务警告处分，市财政局分管副局长张建
红受到诫勉谈话处理。

正阳县委农办原副主任王国玺在扶
贫工作中盲目决策，造成扶贫资金损失问
题。经查，2013年至 2016年，王国玺在实
施到户增收扶贫项目过程中，既不按照政

府采购程序，又不征求贫困户及村民委员
会意见，甚至连贫困户实际播种土地亩数
都不掌握，就盲目决策采购花生种子和水
稻种子的数量，导致购买的种子数量远远
超过贫困户的实际需求。其中，超额采购
花生种子 14 万斤，浪费扶贫资金 117 万
元；超额采购水稻种子 1.77 万斤，浪费扶
贫资金113.79万元，且在发放过程中违反
规定，向实施扶贫项目村的村民按户平均
发放。此外，王国玺还存在其他违纪问
题。2018年 6月，王国玺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和政务撤职处分。

孟津县横水镇闫庄村在脱贫核查验
收工作中弄虚作假、应付核查问题。经
查，2016年 8月，横水镇闫庄村申报了育
肥肉牛养殖到户增收扶贫项目，同时被确
定为孟津县2016年度计划脱贫村。2016
年 12 月，闫庄村为应付上级脱贫核查验
收，在该项目未取得实际收益的情况下，
采取向横水镇政府借款 9.4 万元的方式，
为94户贫困户每户发放1000元作为项目
收益，并以弄虚作假方式通过上级脱贫核
查验收；横水镇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明知闫
庄村欺骗上级、弄虚作假，仍然违规批准
借款。2018年 8月，闫庄村党支部书记张
进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闫庄村驻村
第一书记、县森林公安局副局长刘彦波受
到党内警告处分，横水镇分管扶贫工作的
镇党委副书记徐昆鹏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横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郑浩受到诫勉谈

话处理。孟津县委县政府责成横水镇党
委政府作出检查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长垣县孟岗镇副镇长罗旭日在扶贫
工作中违反群众纪律、态度粗暴问题。经
查，2017年7月，罗旭日在为该镇侯石头庄
村民杨月心、宋会美、马小阁登记办理贫困
户相关事宜过程中，态度蛮横、作风粗暴，
当杨月心提交贫困户申请时，直接将其申
请书撕毁，并将马小阁拍摄违纪现场的手
机夺走。事发后，罗旭日不仅没有承认错
误，更未将手机及时归还，直至接受组织审
查才予以退还，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2018年5月，罗旭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邓州市构林镇党委、政府在脱贫攻坚
工作中履行责任不力、政策不落实问题。
2018年 6月22日，南阳市脱贫攻坚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暗访邓州市构林镇时发现，该
镇司营村贫困户中有的已办理残疾证但未
领到护理补贴，有的房屋被鉴定为危房但
未被列入2018年危房改造计划；该镇高洼
村作为2016年贫困退出村，贫困发生率却
达到 6.9%，远高于 2%的贫困发生率退出
标准，拟脱贫的部分贫困户危房改造项目
没有按时开工，部分贫困户应该享受低保、
残疾人补贴却未落实到位，驻村第一书记
对医疗报销、危房改造、贫困村退出标准等
扶贫政策不熟悉、不了解。2018年6月，因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不力，构林镇党委书记刘继革，党委副书
记、镇长丁如意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构

林镇纪委书记王乾、构林镇副镇长赵传超
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滑县老爷庙乡党委副书记梁石强等
人在扶贫工作中失职失责、带贫资金发放
不到位问题。经查，2016年，老爷庙乡党
委副书记梁石强、老爷庙乡人民政府聂庄
片区姬屯村包村干部祝振革、聂庄片区区
长苏立军在发放企业带贫资金过程中，没
有按照要求走访到户、认真核实资金发放
情况，致使姬屯村多户贫困户带贫资金共
1.95万元被村干部非法占有，严重侵害了
贫困户的切身利益，影响了金融扶贫政策
的落实。2018年 6月，梁石强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祝振革受到留党察看和政务
降级处分，苏立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政
务撤职处分。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以上六起典
型案例，反映出一些地方扶贫领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顽疾犹存，个别地方还比较突
出。有的干部政治意识、责任意识缺失，对
脱贫攻坚不上心、不担当、不负责，致使资
金长期滞留、项目久拖不决；有的干部工作
不严不实不深不细，对扶贫资金和项目管
理不精准、监管不严格，造成严重损失浪
费；有的干部心无群众、脚不沾泥，作风简
单粗暴、慵懒懈怠、消极应付甚至弄虚作
假、瞒上欺下。这些问题严重侵害贫困群
众切身利益，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啃食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影响脱贫攻坚进
程，必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③6

省纪委通报六起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

我省今明两年开建
10项重大水利工程
总投资343亿多元，计划2023年全部建成投用

《新闻爱好者》入选中国社科院
人文社科核心扩展期刊

释放发展活力 贡献更多河南经验
——访省商务厅厅长、省自贸办主任张延明

河南自贸试验区将借鉴世界银行、世界经济论坛等优
化营商环境的国际经验，开展营商环境重点指标提升工程，
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同时注重生态发
展，将自贸试验区打造成环境优良、高端产业集聚、产城融
合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以“双优”提升试验区核心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③5

“5大专项方案在落实阶段，必须抓好责任机制、考核机
制，我们将对职能部门和片区改革任务完成情况开展第三方
评估，强化督查。”张延明说，自贸试验区建设还要突出地方
特色和优势，要结合河南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突出制度创
新、集成创新和首创性改革，重点在多式联运、国际商品期货
交易、跨境电商等领域深入改革，寻求突破。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获得今晚森林比舞大赛的冠军
是……是猴子！狐狸呀，人间最美是三好，做好事、说好话、存
好心……”11月 18日上午，在台湾佛光山大觉堂，伴随着温暖
的“三好歌”和台下几千名观众的喝彩声，河南原创儿童剧《猴子
王》赴台演出圆满收官。

应佛光山 2018国际书展的邀请，河南艺术中心携儿童剧
《猴子王》自11月 10日至18日，在当地演出13场。这是继去年
河南儿童剧《小马过河》在台湾演出广受好评之后，河南艺术中
心再次赴台。此次演出场场爆满，获得了主办方和家长、孩子们
的称赞。

近年来，河南艺术中心致力于打造高质量的河南原创儿童
剧，填补了我省原创儿童剧领域的空白。目前，该中心打造的

“十二生肖”系列已先后推出《小马过河》《披上狼皮的羊》《猴子
王》《勇敢的鸡宝宝》四部，并先后进行了全国巡演，获得了很好
的口碑，成了行业院线争相邀约的“香饽饽”。据悉，该中心依托
本土非遗钧瓷文化打造的亲子儿童剧《钧瓷娃娃》也已进入创作
阶段。③9

我省原创儿童剧《猴子王》
赴台演出获点赞

按照中央对河南自贸试验区“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
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献”的
要求，自贸试验区将重点推进空中、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
路”建设。张延明表示，我省将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大洲主要
经济体、枢纽机场的联系，使“空中丝绸之路”串珠成线、结线
成网、由网拓面；积极开发中欧班列（郑州）新线路，提升多口
岸出境、多线路运营、多货源组织水平，打造“数字化班列”；
加快推进EWTO核心功能集聚区建设，推动商贸物流、会展
经济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跨境电商生态圈。

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2018 版）的发布，为
河南自贸试验区提升利用外资规模和水平赢得新契机，张
延明说，河南将抓住机遇，积极引进企业总部和功能性机
构落户，引进以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龙头企业、
知名品牌和重大项目，同时加强与境外重要自贸区、“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带动商品、资金、技术、人员、服务
等跨境流动。

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两头在外”的项目，高科技含
量、高附加值的项目将成为自贸试验区重点引进对象，同时
将重点推动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文化贸易、服务外包等新
型贸易业态发展，支持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进口设备融资租
赁业务，以此带动河南外贸转型升级。

张延明说，统筹好自贸试验区与航空港实验区、跨境电
商综试区等开放平台的协同发展，是河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的优势。下一步，将选择若干基础条件较好的经开区、高新
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探索建设自贸试验区联动发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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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9日，菜农在社旗县蔬菜产业扶贫基地收摘蔬菜。
近年来，社旗县持续壮大“蔬菜、中药材、林果”三大扶贫主导产
业，总面积达25万亩，规模以上蔬菜产业新型经营主体63家，
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入股分红、托种托管等带贫模式，带动
4120户贫困户增收脱贫。⑨6 申鸿皓 摄

11月 19日，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灵宝市境内的蒙华铁路项目99孔双线梁全部架设完成，为下一步铺设轨道奠定了基础。据悉，蒙华铁路是一次性建成的世界上最长
的重载铁路，开通后有利于构建我国北煤南运新通道。⑨6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走进自贸试验区

“改革没有休止符，河南自贸试

验区建设一年多来，取得了多项成

果。下一阶段，自贸试验区将加强统

筹谋划，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以

开放倒逼改革，多出河南特色创新经

验，把河南自贸试验区建成新时代改

革开放新高地。”11月 20日，省商务

厅厅长、省自贸办主任张延明说。

2013年 9月 29日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建立，短短5年

间，自贸试验区在全国“多点开花”。

5年是一个节点，更是再出发的起

点。作为刚踏上征程不久的河南自

贸试验区，在取得初步建设成效后如

何持续发力，全面完成国家所赋予的

改革目标和开放任务，张延明认为，

应着重抓好6方面工作。

□本报记者 孙静

1 聚焦五大服务体系建设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积极推进开放招商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加快外贸转型
打造对外贸易新增长极

深度融入服务“一带一路”
构建互联互通综合枢纽体系

坚持协同发展
充分释放改革红利

优化营商环境和生态环境
打造“双优”自贸试验区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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