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同西班牙首相共同会见中西企业顾问委员会双方代表

两国经贸开创合作新模式
第24523号
今日28版

HENAN DAILY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8年 11月 日
星期五 戊戌年十月二十三

30

“激情四十年 豪迈新时代
——中原追梦”许昌篇 09~18│特刊

一个个四季有绿、功能齐全的小游园遍地开
花；一条条绿色廊道随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河道
延伸；一座座荒山坡地开始披上绿装，萌发勃勃生
机……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洛阳市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全省实施国土绿化
提速行动建设森林河南动员大会精神要求，从“大
写意”到“工笔画”，着力推动国土绿化提速提质，
在河洛大地掀起了国土绿化新热潮。

绿色，已成为洛阳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靓丽底色。

规划见绿，打造“四季有绿、三季
有花”生态城市

良好生态环境，既是宜居标志，又是民生期
盼。

放眼全省，尽管有着“河南林业看三阳（洛阳、
南阳、信阳）”之说，但总体来看，洛阳缺林少绿的
问题依然突出。

良好生态环境，最直观的标志就是让 1.52万
平方公里的河洛山川绿起来。

“十三五”以来，洛阳市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将“生态文明程度更高”纳入“四高一强一率先”
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在“9+2”工作布局中，把生态
环境体系建设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加以推进。

11月 26日，在洛阳市规划展示馆里，一则由
洛阳市规划局主导编制的《洛阳市游园绿地设计
导则》开始面向全市征求市民意见，引起人们关注。

倾听群众意见，开门办规划。根据《导则》公
示，洛阳市按照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的
标准，制定中心城区500米游园体系，做到“大游园
提升城市形象、小游园方便群众生活”。

围绕以“绿”荫城，洛阳市坚持“规划见绿、见缝
插绿、提质优绿、协力植绿”要求，从规划环节抓起，
统筹全域绿化工作，做好顶层设计，大规模开展国土
绿化和小游园建设，着力打造“开窗见绿、出门进园；
四季有绿、三季有花”生态城市。

用生态文明理念引领新型城镇化建设。洛阳
市实施“一中心六组团”发展战略，强化中心城区
与六县组团之间的产业承接、交通连接、生态对接，着力减轻资源环境压力。
特别调整了嵩县、汝阳、栾川、洛宁南部4县县域考核指标，建设生态涵养区。

“抓国土绿化就是抓生态文明建设，就是抓高质量发展，就是抓民生改善，
就是抓形象提升。”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洛阳市坚持生态惠民、生
态利民、生态为民，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股劲”和“右玉精神”，真抓实做、
久久为功，用植一棵树、添一抹绿、造一片林的行动，大力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
质，让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落地见效。

（下转第三版）

□柯杨

建立意见收集平台，从老百姓办

事难里，找问题、列任务、抓改革——

开封市将破解民生难题作为高质量

党建的重要体现，在民意、政策、举措

之间形成了一个个完整闭环。

现代企业管理常用的“闭

环思维”，将每项工作分为计

划 、执 行 、检 查 、行 动 四 个 阶

段。用“闭环思维”看待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思

路、新方法。

闭环意味着有干劲、抓落实。问

题是改革的动因。树立“闭环思维”，

要求党政部门有责任心、有执行力，

把存在的问题、群众的心声、社会的

“堵点”当成干事的方向，把解决好问

题、被服务对象满意当做最终效果，

件件有回应，事事尽落实，在担当作

为中，将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群众

的“获得感”。

闭环也意味着图进取、讲创新。

瞄准不断升级的社会需求，不断开发

新产品、打造新模式、催生新业态，在

需求→满足→再需求→再满足的轨

道中，打破一个又一个“天花板”，真

正迈向高质量发展。这种螺

旋式上升，不仅适用于服务

民生，也合乎经济的转型升

级规律。

以 党 的 建 设 高 质 量 推

动 经 济 发 展 高 质 量 ，在“ 干

事”向“干成事”的转换中，

不妨多一些“闭环思维”，在正向闭

环中形成良性循环。不管是老百姓

口碑称道的党员干部，还是成就卓

越的企事业单位，无数出彩范例告

诉我们：“闭环思维”体现在灵敏地

感知需求上，见效到狠抓落实的具

体行动上，发源于造福百姓、履职尽

责的一份初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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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需要“闭环思维”

本报讯 11月 29日，省委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等我省 17家涉
改和新组建省级机构分别挂牌成
立。省领导喻红秋、赵素萍、孔昌生、
穆为民、江凌、徐光、戴柏华、武国定、
刘伟等分别出席挂牌仪式。

这 17 个部门分别是：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国家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外事工作委员
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

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应急管理
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广播电视
局、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省林业局。

这些部门干部职工表示，将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自觉拥护和服从省委决定，立足岗位
以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不断提高工作
质量、效能和水平，在新的起点上开
创各项工作新局面，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为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新篇章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下转第二版）

我省17家涉改和新组建省级机构挂牌
喻红秋等出席挂牌仪式

11月 29日，平顶山中心路小学一年级学生孙嘉浚正在平顶山博物馆内为参观者讲解。7岁的孙嘉浚，从上
幼儿园时就尝试在博物馆当讲解员。如今，他已经熟知 1300余件展品的历史，成了小“网红”，传递着许多正能
量。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17家涉改和新组建省级机构一览表

04│综合新闻

习近平出席西班牙国王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

文明的纽带让两国友好历久弥坚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将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改为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作为

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办公室为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作为省委工

作机关。

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
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设在省

司法厅。将省司法厅、省政府法制办

公室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省司法厅，

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将省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改为省

委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

调机构。省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设在省委办公厅。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将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

组改为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构。省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为省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办事机

构，作为省委工作机关，对外加挂省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

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将省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省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

调机构。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为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事机构，

作为省委工作机关，对外加挂省政府

外事办公室牌子。

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将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改为省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作为省委议事协调机

构。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为省

委机构编制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作为

省委工作机关，归口省委组织部管理，

对外加挂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作为省委办公厅管理的机关，对

外加挂省国家保密局牌子。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将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更名为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作为省政府组成

部门。

省自然资源厅
将省国土资源厅的职责，以及省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

能区规划职责，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省水利厅的水

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省农

业厅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

职责，省林业厅的森林、湿地资源调查

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省测绘地理信

息局的行政职能等整合，组建省自然

资源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省农业农村厅
将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省农业

厅、省畜牧局的职责，以及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的农业投资项目、省财政厅

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省国土资源厅

的农田整治项目、省水利厅的农田水

利建设项目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省

农业农村厅，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

农业农村厅。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将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

室、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

以及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业安

全健康监督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作为省政府组成部

门。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保留省中医管

理局牌子。省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常工

作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

省应急管理厅
将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职

责，以及省政府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

责，省公安厅的消防管理职责，省民政

厅的救灾职责，省国土资源厅的地质

灾害防治、省水利厅的水旱灾害防治、

省农业厅的草原防火、省林业厅的森

林防火相关职责，省工业和信息化委

员会的煤矿抢险救灾职责，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减灾委员会、森林防火指挥

部的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应急管理厅，

作为省政府组成部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将 省 工 商 行

政管理局、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以及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价格监督检查与反

垄断执法职责，省商务厅的经营者集

中反垄断执法职责，省知识产权局的

行政管理职责等整合，组建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加挂

省知识产权局牌子。保留省政府食品

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承担。

组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作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门管

理机构。

省广播电视局
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播电视管

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省广播电视局，

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将省粮食局的职责，以及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省民政厅、省商务厅、

省能源规划建设局的组织实施国家战

略和应急储备物资收储、轮换和日常

管理职责整合，组建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作为省政府直属机构。

省林业局
将省林业厅的职责，以及省国土

资源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利厅

等部门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

然遗产、地质公园等管理职责整合，组

建省林业局，作为省自然资源厅的部

门管理机构。③4

小小讲解员
大大正能量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1 月 29
日，省委书记王国生到兰考县调研，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指导河南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持续弘扬焦裕禄精神，紧跟时代步
伐，坚持改革发展，夯实基层基础，锤炼
过硬作风，把县域治理“三起来”、乡镇
工作“三结合”的重大要求落到实处。

近年来，兰考率先脱贫摘帽，优质
企业纷纷落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城
乡面貌发生了崭新变化。王国生在禾
丰集团兰考天地鸭业、恒大欧派门业
公司考察企业经营情况和带贫成效，

称赞他们为兰考富民强县作出了贡
献。仪封乡代庄村通过基层党建引
领，道路平整、村容整洁、产业兴旺，干
群关系融洽。王国生走进贫困户龙炳
仁家中了解帮扶脱贫情况，来到村便
民服务中心了解服务事项和便民措
施，并与回乡担任村支部书记的代玉
建交流发展集体经济、密切干群关系
的体会和感受。王国生说，基层党员
干部要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中实现
人生价值，树立良好形象。

王国生主持召开座谈会，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

精神，贯彻《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
（试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
作条例》，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与开封
市、兰考县、杞县、尉氏县、通许县以及
兰考县东坝头乡、谷营镇、小宋乡、兰
阳街道办事处、尉氏县张市镇党（工）
委书记进行深入交流。

王国生对近年来开封市和兰考县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取得的可喜成绩给予肯定。他强
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
导河南时重要讲话和指示的精神实
质，把“三起来”作为县域治理的方向，

把“三结合”作为乡镇工作的遵循，找
准结合点，抓住突破口，发挥好示范带
动作用，形成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要着力提升能力，主动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新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视
野、锤炼本领。要突出作风建设，持续
弘扬焦裕禄精神，对群众要亲、自身要
硬、工作要实，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要履行好抓基层打基础
的政治责任，完善激励机制，创新方式
方法，树立起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
明导向。

穆为民参加调研。③4

王国生在兰考县调研时指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推动“三起来”“三结合”在河南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