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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2月 7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第五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的重
要指示，传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
法委书记郭声琨同志来河南调研时的
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
委书记王国生主持会议，省长陈润儿
出席，省政协主席刘伟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
个国家宪法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
对全社会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弘扬
宪法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具有十分重大意
义。各级领导要带头尊崇宪法、学习
宪法、践行宪法，切实发挥好学习宣传

和贯彻实施宪法的带头作用。要把法
治建设作为重大职责、政治任务，完善
机制、建强队伍，把宪法实施提高到新
的水平，切实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工作。

会议强调，我省是人口大省，维护
社会稳定任务繁重。郭声琨同志来河
南调研，提出了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
作的任务要求，我们要讲政治、守大
局、明省情、知敬畏，始终保持清醒头
脑，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有效化
解隐患风险。要加强基层，补齐短板，
提升能力，切实做好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各项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郑州大都市区
空间规划（2018~2035年）》。会议指

出，郑州大都市区作为中原城市群的
发展核心，既承担着支撑带动中部崛
起、拓展我国经济发展新空间的重大
使命，又承担着引领中原崛起、河南振
兴的重要任务。要把落实《规划》作为
明年的工作重点，抓住事关全局最突
出、最关键的环节，扎实推进大都市区
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要注重统筹协
调，建立有效协调机制，研究解决重大
问题，确保把规划实施好、把郑州大都
市区建设好。郑州市要充分发挥龙头
作用，加快提升国家中心城市核心职
能，有关省辖市要协同推进各项建设
任务，共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会议听取关于我省 10项重大水

利工程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建设
10项重大水利工程，是我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决
策，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解决民生问题
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解决我省水资源
短缺的突出矛盾。我们要抓住国家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机遇，切实把
1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纳入到全省
工作大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精心
组织、强力推动，确保工程质量和生产
安全；要强化责任，建立有效的建设、
监管、运营机制，充分发挥综合效益。

会议通过了《关于河南省基本公
共服务领域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③5

□陈辉

随着今冬环保压力再度增大，一个

问题又摆到我们面前：治理环境守护蓝

天碧水，是否一定意味着增长失速？

如 果 陷 入 传 统 思 维 的 窠

臼，大概依然无解。但换个思

路想一想，河南有 7个城市位于

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范围，环保改造任务量非常大，

众多企业要上马环保设施，还

有很多企业原有的环保设施需

升级换代，如此强劲的需求，使得环保

产业迎来了黄金发展期，这岂不是一块

很大的蛋糕？最近几年，沿海地区在大

力治理环境过程中，发展壮大了环保产

业。我们也应更新观念、抢抓机遇，变

环保压力为发展动力，变污染治理为产

业商机，用新的市场需求换来新的产业

发展，不仅还清对环境欠下的旧账，亦

可实现新常态下的新发展。

发展的路上类似难题很多，需要

静下心来仔细琢磨琢磨，要在

旧 大 门 关 上 的 时 候 努 力 找 到

新窗户，换个思路也许柳暗花

明：多一点统筹思维，解决问

题 的 过 程 就 能 变 成 转 型 发 展

的良机；多一点辩证思维，劣

势可以变成优势，困难也可能

是机遇，破解矛盾同时，很可能为新

兴 产 业 的 发 展 带 来“ 温 床 ”和“ 孵 化

器”；多一点创新思维，就可能突破发

展旧壁垒，找到发展新动能，拓展出

一片新天地。3

本报讯（记者 栾姗）12月 7日，省
发展改革委、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
会联合首次发布“河南省物流景气指
数”。今年 11月，我省物流业景气指
数（LPI）为 59.5%，显示出河南省的物
流活动保持旺盛的态势。

物流业景气指数是反映物流业经
济发展总体变化情况的官方指导数
据，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高
于50%时，反映物流业经济扩张；低于
50%，则反映物流业经济收缩。

11月我省LPI数据显示：新订单指
数64.9%，反映出当前我省物流业供需
市场火热；平均库存指数和库存周转次

数指数分别为60.4%、61.5%，反映出当
前我省仓储环节去库存明显，物流效率
有所提升；业务活动预期指数66.7%，反
映出我省物流业发展被普遍看好。

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执行会
长毕国海分析说，总体看来，我省物流
业发展活跃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保
持了稳中有升的态势。③5

本报讯（记者 宋敏）12月 9日，记
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2019 年，我
省将按照“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
投资、规范经营”的原则，谋划实施高
速公路“双千工程”，即计划开工 14个
高速公路项目，总里程 1002公里、总
投资1086亿元。

据了解，这些项目包括服务郑州大
都市区项目2个，即兰原高速封丘至原
阳段、沿太行高速新乡段，项目对提升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辐射能力，打造国际
化综合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意义。

京港澳高速分流通道项目2个，分
别为安罗高速上蔡至罗山段、许昌至信
阳高速公路。项目的实施将大大缓解京
港澳高速河南段的通行压力，助力构建
北接雄安新区、南通武汉的南北大通道。

高速公路“网起来、环起来、串起
来”等内联外通项目7个，分别为阳新高
速濮阳段、阳新高速宁陵至沈丘段、渑淅
高速渑池至洛宁段、渑淅高速西峡至淅

川段、渑淅高速洛宁至栾川段、郑西高速
双龙至西峡段、栾川至卢氏高速公路。
这7个项目的实施将形成河南与周边六
省新的高速公路运输通道，带动沿线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环线项目 3 个，分别为连霍
二广高速联络线、连霍呼北高速联络
线、濮卫高速濮阳段。这些城市环线
将更多地充当城市主通道，缓解城市
内部的交通和环保压力。

预计到2022年，“双千工程”的14
个项目将全部建成通车，届时，河南的
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巩固，“高速引擎”
将驱动河南发展再升级。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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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海方

12月 7日，漫步在新老厂区，裕松
源药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很是惬意。这
个原先濒临倒闭的企业，前几年与外
地企业签订了战略重组协议，但受新
厂区未办理不动产权证、担保融资多
和资金链断裂等影响，重组一度搁
浅。“周例会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老厂区
土地处理、公租房收储、新厂区土地办
证等问题，还解决了我们的融资难题，
促成了我们与美国公司新药项目的合
作，让我们枯树发了新芽！”该负责人
满怀感激地说。

企业负责人所说的“周例会”，是
今年漯河市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启
动实施的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企业、
城建交通工程三个周例会制度。截
至 10 月底，三个周例会制度已经解
决用地、环评、融资、拆迁、技改等各
类遗留问题 400多个，另有一大批遗
留问题已进入解决办理轨道，有效破
解了企业发展、项目建设、城乡建设
等领域的瓶颈制约，深受企业和群众
好评。

“ 营 商 环 境 就 是 生 产 力、竞 争
力、吸引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
障。我们通过深化周例会等制度，
持续解决以往遗留的问题和发展中
遇到的新问题，旨在将漯河打造成
营商环境新高地，成为全省最宜居
宜业的城市之一，助力中原更加出
彩。”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说。

针对啥问题

12月 6日，漯河市召开第 36次重
点项目建设周例会，就马沟污水处理
厂二期扩建、经开区黑河综合整治等
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市领导逐
一明确解决方案及牵头部门、协调单
位，要求加快建设进度，确保污水处理
达标排放。

从今年 2 月 23 日漯河市第一次
召开重点项目建设周例会算起，三个
周例会已经累计召开120多次。

为什么要开周例会？漯河市有关
负责人介绍，近年来，经过两次区划调
整等，漯河经济社会在长足发展的同
时，也出现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发
展中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三大
类：一是涉及项目建设和企业发展中
征地拆迁、要素制约、企业改制等问
题；二是涉及城建交通工程中施工环

境、手续办理等问题；三是涉及不动产
办理、安置房建设等问题。

“这些问题有的长达十多年，有的
涉及多方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单靠
企业自身和几个职能部门很难解决。”
漯河市市长刘尚进说，“必须在以往不
断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持续创新方式
方法。”

基于一周是工作的重要周期也
是推进工作的最佳节点这一实际，漯
河市今年年初出台具体规定，围绕项
目建设、服务企业、城建交通工程三
个重点，分别建立了由主管副市长召
集，市发改委、市工信委、市住建委三
个职能部门牵头，集体研究会商，市
长轮流参加的三个周例会制度，每周
对项目前期办理手续、征地拆迁、要
素制约、不动产证完善、安置房建设
等各类难题定期研究、分类处理、依
法破解，形成难题汇总、持续协调、解

决问题的工作机制。

怎样来解决

漯河市是如何收集问题、理清问
题、解决问题，开好周例会的？

漯河市政府办公室有关同志介
绍，该市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重点采取了以下举措：

首先，畅通问题收集渠道。包括
组织项目单位和企业主动申报，由三
个周例会牵头部门收集，通过29个市
级“企业服务团”对所分包的 80家重
点企业开展排查，依托县工商联收集，
各县区上报，从当地人大、政协意见建
议中收集等，全方位、多渠道收集困难
和问题。

其次，依法研究解决问题。一是由
周例会牵头部门对收集问题进行初步
筛选，重点选取历史遗留、共性问题和
突出问题，确保议题质量；二是由市政
府分管副秘书长会同牵头部门召集议
题涉及单位先行研究协调，提出可操作
性的意见建议；最后由例会召集人主持
召开周例会，对议题充分讨论，研究形
成合法合规、操作性强的解决方案，明
确解决步骤、完成时限和部门任务。
一些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则提交市政
府常务会或市委常委会研究决策。

仍以裕松源药业为例，今年以来，
漯河市政府服务企业和城建交通工程
周例会先后六次研究协调，将“问题
包”分六大类逐项打开，（下转第二版）

破解“老大难”干出新气象
——漯河市创新实施周例会制度服务企业和群众的调查

□本报记者 董学彦
河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烜

无名山大川，却是全省网民心中
的“最美城市”，城市宜居度、居民对生
态环境满意度等 4项指标位居全省第
一；处中原腹地，却成全省唯一的“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省首个“国家水
生态文明城市”，将“国家森林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等 10多块绿色
“奖牌”揽入怀中。近年来，许昌市委、
市政府大力实施“绿满许昌”行动计
划，持续提升生态优势，打造出一张张
烫金的城市绿色名片。

生态底色——处处浸绿染碧

12 月 7 日，周末时光，占地 3300
亩的许昌城市中央公园，花木多彩，碧
波荡漾，成为许昌市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前来赏景的“老许昌”赵伟东自
豪说，如今的许昌，无论是花木的品
种，还是园林小品的造型，“一点儿都
不比沿海城市差”。

满城尽道景色好，为有妙笔绘蓝
图。许昌市坚持规划引领的绿色发展
战略，突出战略性和超前性，高标准编
制《“绿满许昌”行动计划（2017 年—
2019年）》等一系列发展规划，全面提
升城市“绿能量”。

点线面结合，提升绿地覆盖。在
“点”上彰显风情，全市建成 154个公
园、游园和广场，形成了造型各异的园
林景观；在“线”上构筑风景，培育 38
公里城市外环通道防护林带，建成 82
公里长的绿色长廊；在“面”上打造风
光，建起 4处总面积 10万亩的大型林
海，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两高”周边
林木覆盖率由27.06%提高至82.25%。

多植被搭配，增加城市色彩。着力
“增绿”，许昌市引入多个常绿树种，形成

了“全年常青、四季有花”的景观效果；着
力“添彩”，围绕一路一景，相继建成樱花
大道、海棠大道等20多条景观道路；着
力“塑形”，以植物造景为主，形成了随季
变化、植物群落丰富的配置模式。

如 今 ，许 昌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到
32.6%，建成区绿地率36.46%，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12.34平方米，城市绿色发
展指数在全省名列前茅。

城市主色——科学扩绿提质

12月 5日，天空飘着雪花，许昌市
林业生态建设现场观摩活动依然如火
如荼，涌动着“比学赶超”、争相加快绿
化建设的热潮——这是许昌市强力实
施林业生态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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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将把‘绿满许昌’行动计划与
建设森林河南相结合，让森林拥抱城市，
让绿色惠及人民。”许昌市委负责人说。

许昌将林业生态建设纳入“十三
五”规划，并明确“到 2019年全面建成
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探索形成
生态文明建设‘许昌模式’”。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许昌市提出以“绿
满许昌”行动计划为抓手，“打造生态
宜居、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建设秀美宜居家园，每一场“战
役”都不轻松，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绿色
的希望。

工作咋推动？从市到县，党政一
把手来到造林一线，调研指导、现场办
公，解决难题，形成了全市上下齐抓共

管、强力推动的工作局面。
方法咋创新？乡村的绿化可以自

己搞，树成活多少，年底政府补多少，这
是长葛市推行的自主造林模式；由公司
组织植树造林，与农户签订合同，保证农
户受益率，这是建安区采取的“公司+农
户”的方法。一项项工作方法和手段创新，
充分调动了各方造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城市到乡村，许昌处处绿意盎
然。全市形成以 100万亩花卉苗木为

“根基”、以2000公里主干道路绿化为
“骨架”、以452万亩农田林网为“脉络”
的林业生态体系，呈现出“城郊林带、城
外林网、城乡一体”的森林生态景观。

鲜明特色——厚植发展优势

绿色，是许昌发展的鲜明特色。

驱车行驶在京港澳高速公路许昌段，
让人感觉穿行于绿色花园之中。道
路两旁，乔、灌、花、草相结合的植被
带绵延数十公里，形成一条起伏的绿
色飘带。

一条条添叶增绿的生态廊道，成
为城市的“绿色长廊”，更创造了一种
新的路网大环境，为许昌厚植绿色生
态优势。

按照许昌市“绿满许昌”行动计划
的“路线图”：到 2019年年底，全市完
成营造林面积 40万亩，林业产业总产
值达到 180 亿元，花卉苗木种植面积
稳定在 100万亩，森林旅游休闲康养
人数突破600万人次。

届时，许昌市将形成以森林公园
等为“绿点”，以国省干线等生态廊道
为“绿线”，以国家储备林基地等为“绿
面”的立体绿色网络，使城乡生态面貌
明显改善、城市绿色名片更加闪亮。

一个魅力四射的绿色许昌、生态
许昌，正疾步行进在中原更加出彩的
大地上！

曹魏故都的“绿色奏鸣曲”
——看许昌如何实施“绿满许昌”行动计划、打造城市绿色名片(上)

三个周例会制度

❶重点项目建设周例会 ❷服务企业周例会 ❸城建交通工程周例会

前三季度漯河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4%

周例会制度成效显著

有效解决了棚户区改造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增强了群众获得感

●改善了营商环境

●助推了“放管服”改革

●提升了发展质量 前三季度漯河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前三季度漯河新登记市场主体增幅全省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