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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着力建设一支忠诚坚
定、担当尽责、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的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通知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各
级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好《规则》的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要带头增强

“四个意识”，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
治立场，提高政治能力，自觉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敢于斗争。要带头建设让党中央放
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严
格遵守执纪执法各项制度规定，在行
使权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严
之又严。要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
监督执纪和监察执法一体推进，统筹
运用纪法“两把尺子”，贯通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既坚持执纪必严，
又坚持纪法协同，实事求是、精准科
学，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要主动开展自我监督、自觉
接受外部监督，对执纪违纪、执法违
法者“零容忍”，坚决防止“灯下黑”，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和
纪委监委（纪检监察组）要切实加强
领导，抓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对《规则》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贯彻执行不力
的要批评教育、督促整改，依规依纪
依法问责追责，推动《规则》各项规
定落到实处。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
艳 安蒙召）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记者 1
月 4 日从栾川县委组织部获悉，截至
2018年年底，该县已完成村级集体经
济“空白村”清零目标，比预计时间提
前了一年。

栾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按照
《河南省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
实施方案》，该县被省委组织部、省财
政厅等四部门列为 2017 年河南省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县。此后，
栾川县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

夯实基层基础、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
展、推进脱贫攻坚的重要工作来抓，坚
持从实际出发，大力实施村级集体经
济“空白村”清零行动。

2017年以来，栾川县先后出台《关
于扶持新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实施

意见》《栾川县扶持发展新型村级集体
经济三年行动方案》等文件，提出利用
3年时间、到 2019年年底基本消除村
级集体经济“空白村”的工作目标。

面对部分“空白村”缺少发展资金
的问题，栾川县秉承“先输血再造血”
的原则，在落实省、市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试点村配套资金的基础上，实施了

“5025”扶持计划，即对贫困村每村给
予 50万元资金扶持，非贫困村每村给
予 25万元资金扶持，为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注入了“第一桶金”。

近年来，栾川县共整合资金 3.7亿

元用于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并探
索出了抱团发展型、搭车发展型等8种
发展模式，有效解决了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思路不宽、项目难找的问题，消除
了一批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壮大
了一批集体经济“薄弱村”、打造了一
批集体经济“富裕村”。

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栾川全县
214个行政村（社区）全部有了集体经
济收入，其中年收入超过 5 万元的村
达到 170个，占比 79.4%，提前一年完
成了村级集体经济“空白村”清零目
标。③9

本报讯（记者 王平）记者 1月 4
日获悉，为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省卫健委日前联合省
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扶贫办共同印
发 了《河 南 省 贫 困 地 区 健 康 促 进

“321”工作模式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力促我省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
年攻坚行动取得实效。

“321”工作模式聚焦三大目标，
即到 2020 年，实现贫困地区居民健
康教育全覆盖，省市县各级建成健康
教育骨干队伍并实现培训全覆盖；到
2019 年 20%的贫困县中小学校、到
2020年 50%的中小学校达到健康促
进学校标准；到 2020 年各贫困县区

（贫困人口所在县区）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较2018年提高60%。

如何实现这三大目标？《方案》
明确指出，“321”工作模式坚持分类
指导、分众施策、分级负责、对口帮
扶原则，结合我省开展的“健康中原
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
专项行动，重点通过健康教育进家
庭、进乡村、进学校的“3进”，加强基
层健康教育阵地和队伍建设的“2
建”，省市县医院、省级健康促进示
范医院及 16家技术指导机构对口帮
扶贫困县讲科普、提素养的“1帮扶”
等，形成贫困地区健康促进工作的
长效机制。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杨
胜利 程硕）郑州机场绿色机场建设
再传喜讯。1月 4日，记者从河南机
场集团获悉，郑州机场日前成功通过
了国际机场协会（ACI）碳排放认可
计划（Airport Carbon Accredita-
tion，简称 ACA）一级认证，成为我
国内地第 4 家、中部地区首家通过
ACA一级认证的机场。

ACA认证是目前国际机场行业中
影响最大、唯一获国际机场协会（ACI）
认可的机场碳管理认证标准，其目标是
减少机场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最终

实现碳中和。该认证共分为四个级
别，即一级（量化）、二级（减排）、三级
（优化）、三+级（中和），要求逐级提高。

截 至 目 前 ，全 球 通 过 各 级 别
ACA 认证的机场共 251 家，我国内
地机场中仅有包括郑州机场在内的4
家机场（另外 3家是首都机场、深圳
机场、海口美兰机场）通过了该认
证。这意味着郑州机场在碳排放管
理方面已经确定了清晰的边界，初步
实现了碳排放的量化，并获得国际专
业机构认可，为下一步碳减排工作打
下良好基础。③6

□本报记者 李运海
本报通讯员 张趁心

曾经，这里的农民靠种苹果致富，
但跟风种植也让他们吃了苦头。

如今，230亩苹果园变成了耕地，
种上了小麦，农民都伸出大拇指，称赞
地方政府做了一件大好事。

西华县聂堆镇惠楼村种植苹果有
近30年的历史了。上世纪90年代，西
华县的桃、苹果等畅销省内外，惠楼村
的村民也纷纷在耕地上种上果树，并
因此致富。1月 4日，该村党支部书记
惠中旗对记者说：“最兴旺时村里共有

800多亩果树。”
但是，渐渐地，村民尝到了跟风种

植的苦头。
惠中旗回忆说，自己想着应该错

开经营，种了8亩杏树，但也就三四年，
杏就卖不出去了，于是改种梨树，后来
又改种石榴树，折腾了很多次，却都不
挣钱。

于是，很多村民砍掉果树种上了
庄稼。但是到 2017年年初，惠楼村还
有 230亩苹果树，砍了心疼，不砍又不
挣钱。面对这“烫手”的苹果树，农民
着急，地方政府也着急。

西华县国土资源局局长金玉峰

说，西华县重大建设项目比较多，用地
指标紧缺，现有的耕地保有量也接近
保护红线，必须开辟更多的新增耕地
渠道，在保护好耕地、保护农民利益的
同时，确保重大建设项目用地，实现

“保红线”和“保发展”双赢。
我省 2017 年全面开展以城镇建

设用地、农村耕地和乡村集体建设用
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利用综合改革，
提出对于历史上未列入耕地保护的残
次林地、低效园地以及废弃的坑塘、沟
渠、农村道路等农用地，经县级政府论
证后，通过土地整治产生的新增耕地
可以用于占补平衡。

借助这一契机，西华县国土资源
局于 2018 年 4月到 7月，对惠楼村的
230亩低效果园进行土地整治，砍树复
垦，并打了 7眼机井，将果园变成高标
准农田。

一名村民告诉记者，原来种了 10
多亩苹果树，想外出打工也脱不了身，
如今果园复垦成耕地，以每亩每年800
元的价格流转出去，自己还能外出打
工，收入增加了不少。

据了解，2018年西华县共对15个
乡镇的低效果园、残次林地、废弃砖窑
等进行了土地整治，共新增耕地 1.5万
多亩。③8

栾川集体经济“空白村”清零
近年来，栾川
县共整合资金
3.7 亿元用于
扶持发展村级
集体经济

3.7
亿元

低效果园变身高产耕地

西华“保红线”又“保发展”

我省出台贫困地区健康促进“321”工作模式方案

明年实现贫困地区居民
健康教育全覆盖

郑州机场初步实现碳排放量化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扫一扫 看全文

1月 6日，南乐县城关镇郭庄村村民在制作灯笼，以供应节日市场。目前，该村已有100余家灯笼作坊，成为远近闻
名的灯笼制作基地。⑨3 僧少琴 摄红红火火制灯笼

本报讯（记者 栾姗）1月 3日，记
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省政府办公
厅下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建成区内重
污染工业企业搬迁改造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到 2022年年底
前，我省城市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分
类完成就地改造、退城入园、转型转
产或关闭退出任务，企业绿色发展水
平大幅提高，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显著
改善。

《意见》指出，实施城市建成区内
生产过程中污染物排放量大且不符
合城市总体规划、功能分区的工业企
业搬迁改造，是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
量、优化城市工业布局、提升城市综
合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和迫切任
务。要严格按照污染物排放标准科
学确定搬迁改造方式，对可通过改造

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实行就地改造；
对不能通过改造实现达标排放的企
业实行退城入园；对不愿意退城入园
或无力搬迁的企业，可引导其在符合
城市规划和环境要求的前提下利用
原厂房、土地就地转型转产，或依法
依规实行关闭退出。

《意见》要求，各省辖市、省直管县
(市)政府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规范，对本地城市建成区内现有钢铁、
电解铝、水泥、玻璃、焦化、铸造、碳素、
化工、造纸、印染等重点行业工业企业
开展全面摸底调查，确定重污染企业
名单，并逐一登记造册。由企业提出
就地改造、转型转产、退城入园、关闭
退出等分类实施意见，生态环境、发展
改革、工业和信息化等相关部门组织
专家评审，确定搬迁改造方式。③5

2022年年底前

我省城市建成区内重污染企业
分类完成搬迁改造

1月 2日，在焦作市解放区陶瓷路社区“慈善超市”，爱心志愿者为困难群
众发放棉衣。该区新建7个社区“慈善超市”，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的爱心物资，
供困难群众免费领取。⑨3 李良贵 摄

（上接第一版）
而这些交通整治、城市书房、公共

服务……都有“规划先行”，公示在洛阳
市规划展示馆。这个规划馆里，洛阳气
势宏伟的“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战
略、“三大板块”空间发展格局，以及“落
细落小”的环卫设施、养老设施等子规
划清晰罗列，成为这座城市精心描绘高
质量发展“工笔画”的有力注脚。

“思路清、标准高、措施实。”一位参
加观摩的省领导的点评引起了大家的
共鸣。虽然寒风冻手，天上还飘了雪
花，观摩团成员们愣是一路举着手机拍
个不停，展板上的新举措、规划馆里的
新理念、观摩现场的新创意，都留在了
大家的手机里、脑海中。

一环紧扣一环推，一步一
个脚印抓，一年接着一年干

洛阳的变化，是河南深化百城建设
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生动
实践。

2016年以来，省委、省政府将这项
工作作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好“四张
牌”要求的重要举措、推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先后召开六次会议部
署推动。省政府主要领导带队、18个省
辖市的市县区长们“组团”，连续五次到
先进市县现场观摩，学经验、比差距、明
思路、鼓干劲。

从强调规划引领，到提出做好以绿
荫城、以水润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

“四篇文章”；从统筹推进百城建设提质
工程、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到深化提升
城市“四个品质”、突出抓好城市“四
治”，通过一环紧扣一环地推、一步一个
脚印地抓、一年接着一年地干，河南推
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越来越清晰。

两年多来的成效，从一组数据中可
窥一斑：

全省城市县城建成区新建改造道
路 2825公里，新增供热面积 12878万
平方米，新开工棚改安置房125.2万套，
基本完成城市黑臭水体治理123处，累
计实施项目 10310个、完成投资 8853
亿元，新增全国文明城市 6个、22个市
县入选全国提名城市……

数据背后，是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惠及千家万户
的民生实事、真金白银的提质改变。

第三次推进会，观摩团走进汝州，专
门有一项行程是“看公厕”。公厕虽小，长
期以来却是城市发展的短板，关乎城市管
理者的服务意识、建设理念、治理水平。

两年多来，全省各地新建改造城市
公厕5100座，从公厕看“提质”已经成为
普遍共识，群众“如厕难”问题大为改观。

这次观摩，小游园、小书房、小市场
成为重要内容。能不能三五百米“进
园”，附近有没有歇脚休憩的读书之所、
安心舒心买菜的菜市场，牵系着广大市
民的获得感，就像省长陈润儿带队观摩
时所点评的：“小游园有大民生，小书房
有大幸福。”

4日的洛阳刚下过雪，兴洛湖公园
的城市书房“河洛书苑”里温暖如春，三
三两两的市民安静地阅读着。书房管
理员说，天气暖和时，外面的亲水平台
上都坐满了看书的人。

而洛阳百姓爱去的伊水游园、伊河
湿地，一年前还是一片污水坑、垃圾场、
乱石堆、砂石场。永城市的日月湖公
园，以前是采煤沉陷区。近两年，各地

新增了一大批的公园、游园、绿地、湿
地，不少像伊水游园、日月湖一样，从污
水坑、垃圾场“华丽变身”，成为让市民
心怡的休闲之所。

城市之变，理念之变，作风之变

华丽转身、提质发展的城市之变，
背后是理念之变、作风之变。

2017年陈润儿带队到一个广场观
摩时，曾指出这里前期规划的“败笔”：
临广场的建筑太高，让城市天际线少了
层次感。

那时，围听点评的市县长们，有的
对天际线的概念还有点懵懂，对“市县
长们要有城市思维”的认识不深。

随着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的深入推进，这一转型发展的引
领工程、民生改善的保障工程、文明建设
的基础工程日益深入人心、凝聚人心，成
为各地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自觉行动，
一把手亲自抓、带头干，在实践中锤炼了
作风、深化了认识，成了“行家里手”。

如今观摩团每到一地，由当地党政
一把手介绍、接受提问成了惯例。因为
真的抓了、干了，他们大多对答如流，说
得有板有眼。

理念变了、作风变了，城市发展中
的一些难题也有了解决的创新之举。

老城改造关乎公平共享，又是棘手
的难题。为解决“地从哪里来”，新郑市
去年一举疏解腾退了 15 个企事业单
位，腾退出的土地一分都不搞出让开
发，全部用于老城区改造提升工程。他
们总结出了一套“留白、增绿、治堵、改
靓、补缺”的方法，着力补齐老城区如

厕、出行、健身、休闲难的缺口。
许昌市对老庭院、老厂院、老市场、

老街道进行改造提升，一院、一企、一
场、一街一策，创新融资模式、吸引社会
资本，解决“钱从哪里来”。

面对老大难交通治堵问题，洛阳市
提出了“修路前先修保通路”“把麻烦想
在前面”，尽量减少城市建设可能带来
的拥堵扰民问题。

2017年建成的新安县枕头山公园，
修了11个出入大门、32个小区入口，确
保公园沿线4万居民在500米内就能进
园，成为市民名副其实的“后花园”。

一些地方随着城市环境的变美，还
吸引了一批知名企业慕名落户，拉动了
投资、促进了开放、加快了转型。

民生工程能否成为民心工程，百姓
的口碑最有说服力。开封鼓楼历史文
化街区改造，拆迁户中没有一户“钉子
户”，以“笑着走”给予实际支持。汝州
市中大街改造，居民主动送西瓜、送绿
豆水给施工队，期盼早日竣工。

孟津群众则以接地气的顺口溜，述
说百城建设提质带来的喜人变化：过去

“垃圾靠刮风、污水靠天蒸，回家现代化、
出门脏乱差”；如今“垃圾有人拉、污水有
了家，出门是公园、回家笑哈哈”。

随着两年多的持续深化、探索总
结，全省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已从“试点先行”转向全面推
进，此次推进会上，对下一步着力抓好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的“四个高
质量”提出了明确要求。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且长。但只要有“一年接着一
年干”的决心和韧劲，“百城之变”就会
越变越美，承载着百姓美好向往的城
市，会真正成为我们的创业之都、宜居
之城、幸福之家。③9

“百城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