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新春佳节将

至，本报开设“新春走基层”

专栏，编辑记者又一次出发，

用脚丈量、用眼观察、用脑思

考、用笔描绘，和您一同见证

干部群众谱写中原更加出彩

新篇章的生动实践，感受全省

各地欣欣向荣、欢度佳节的美

好景象，把新闻写在中原大地

上，唱响礼赞新中国、奋进新

时代的昂扬旋律。③8

▶1月 18日—19日，鄢陵县开展
“蜡梅盛开·影像鄢陵”摄影采风活动。
摄影师们在姚家蜡梅园、花博园、鹤鸣湖
等地方，记录精彩画面。⑨6 高山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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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 李点）河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
议程，于1月20日上午在郑州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喻红秋、孔昌生、李文慧、徐济超、王保存、张维
宁、乔新江、丁巍和新当选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赵素萍、马懿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陈润儿、刘伟、孙守刚、任正晓、李亚、黄强、
穆为民、江凌、胡永生在主席台就座。

郭庚茂和徐光春、任克礼、范钦臣、王全书
在主席台就座。

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共有代表938
人，出席闭幕大会的代表917人，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10时，大会开始。会议依次表决通过
了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
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河南省2018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关于河南省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的决议、
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
决议、关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表决通过了《河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表决
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会议选举苏长青、
李经超、吴中阳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在会后进行了宪法宣誓。

会议指出，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
实省委十届六次、七次、八次全会部署，审议通
过了省政府工作报告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法院、
省检察院工作报告等，顺利完成了选举任务，举
行了庄严的宪法宣誓。会议期间，各位代表自
觉肩负历史使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依法行使
民主权利、积极建言献策、共商发展大计，自觉
把开好这次大会作为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检验，作为推
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河南落地生根的生动实
践，作为践行党的宗旨、扛稳政治责任的具体行
动，大会自始至终充满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政治氛围，洋溢着团结鼓劲、凝心聚力的强大气
场，展现出奋发有为、共谋出彩的进取精神，开
出了信心，开出了斗志，开出了希望。

会议强调，事业总是在紧跟时代中守正出
新，人生总是在拥抱时代中绽放光彩。2014年
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殷殷
嘱托，把中原更加出彩与中国梦联系在一起，照
亮了河南发展前行之路，点燃了亿万中原儿女
的奋斗激情，广袤的中原大地正演绎着一个个
动人的故事，正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出
彩”已经成为引领河南发展的时代强音。能够
赶上伟大的新时代，投身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
事业，是我们的幸运和福分，每一个河南人都要
把握发展的时与势，融入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努力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人。

会议指出，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人，就要加
强理论武装，把伟大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张海涛 成利军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新年伊始，
济源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再次迈出探索
步伐——推出政务服务“秒批模式”。

“‘秒批’是指对部分审批流程相
对简单的事项，审批部门通过对窗口
充分授权、优化流程、精简材料等办
法，实行即来即办的快速审批服务方
式。”1月 18日，济源市行政服务中心
副主任贺丽君介绍。

目前，济源的“秒批”事项已达到
69项，涉及工商、税务、不动产、公安等
10多个部门。

“没想到这么快，真是立等可取，
原以为至少要几天才能拿到证。”来济
源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葛海元感慨。

过去，企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
按规定 10个工作日内出证。去年 12
月起济源办理该证改为告知承诺制，
取消了实地核查环节，申请人材料齐
全的话，一分钟内即能完成审批。

借助互联网技术，“秒批模式”正
从现场办理向线上办理拓展。目前济
源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立了共享的
电子证照库。随着电子证照库数据的
积累和业务应用的逐步完善，今后群
众将能在线办理更多事项，享受更高

效的“秒批”服务。
以“秒”为单位提升政务服务效

率，折射着济源贯彻新发展理念、锐意
改革的不懈努力。

该市近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全力以赴激
发微观主体活力、为高质量发展增添
动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优化营商环
境改革核心，从审批运行机制、投资服
务环境、市场服务机制、监管服务机
制、政务服务体系五个方面攻坚。

一系列利企便民改革不断推出，
多个领域重大改革相继“破冰”。

新设立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 4小
时，达到全国领先水平；2018年“一网
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综
合成绩排名全省第一；解决群众办事
八个方面堵点问题被国家发改委列为
可复制推广模式；不动产交易服务近
日又有新突破，水、电、气、暖、电视、网
络实现了“一站式”服务。

亮眼的经济数据标注着优化营商
环境的努力。记者从济源市财政局获
悉，根据省财政厅的统计数据，济源
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
50亿元，增幅居全省第一。税收占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达 84%，居全
省第一，财政收入实现了高质量增
长。③4

□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赵铁聚

1 月 17 日，阳光明媚。上午 10
点，一场晒被子比赛在开封市祥符区
西姜寨乡 31个行政村 86个自然村同
时开始。

全乡 7521位 70岁以上老人的被
子、褥子，全部被其子女、儿媳或乡村
干部抱出来晾晒，阳光下，色彩斑斓的
被子面儿，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该乡绩效考核办公室为晒被子比
赛制定了“本土化”的考核规则。一是
晾晒时间统一为当天上午 10点至下
午 3点。二是由各村党支部副书记和
两名群众代表组成考核小组，对邻村
进行推磨式考核，考核结果再由本村
妇女主任、孝贤社社长抽查核实。三
是采用“三看、两摸、两闻”的办法进行

打分。“三看”即看老人所在院子的环
境、看老人所在屋子的环境、看老人所
睡床铺的环境；“两摸”即摸被子厚薄
软硬情况、摸褥子厚薄软硬情况；“两
闻”即闻居室的气味、闻被褥的气味。

“今天晒被子比赛，俺妯娌俩把俺

公婆的被子晒一晒，叫大家看看俺俩
做得咋样。”在大律王村文化广场上，
王小英和王小凤妯娌俩一边往晾衣绳
上搭被子，一边笑着说。

记者看到，各村的村民们争着比
谁家的被子新，比谁家的被子软，比谁

家的被子干净，更比谁家的媳妇孝顺。
据统计，此次比赛共晒出被子

9052 条、褥子 5307 条，全乡评出一、
二、三等奖共 186名。该乡党委还为
困难老人送出被子38条。

“春节将至，开展晒被子比赛，是
倡导孝老敬老、实现家庭和睦的一个
举措。”西姜寨乡党委书记李恒志表
示，“晒的不仅仅是被子，还是颗颗孝
心、和谐家风和干部作风。如果西姜
寨乡还有一位老人因为被褥薄而受
冻，将是我们乡村干部的严重失职！”

3 年来，西姜寨乡在乡村文明建
设上大做“文章”：干部群众清扫家园，
一年时间由全区脏乱差乡一跃成为

“中国最美村镇”；举办了 16 次万人
家庭和睦饺子宴；举办千人盘鼓大
赛……一幅乡村文明美丽的画卷正在
西姜寨乡徐徐展开。③8

晒被子比赛

王 小 英
和王小凤妯
娌俩喜笑颜
开 ⑨ 6 赵 铁
聚 摄

社论:争做新时代出彩河南人

同心共筑中国梦 争先进位谋出彩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六项决议 王国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赢得开门

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

济源推出政务服务“秒批模式”

1月20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圆满完成大会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本报记者 王平

今年元旦三天小长假，可把商丘
广播电视台王涛团队忙坏了：奥斯卡
广电巨幕影城大大小小四个放映厅，
从早到晚，场场爆满，大演播厅见缝
插针排了 3场演出，演出排场精确到
小时，这场刚演完，下场已接上。“三
天共放电影 60 场，演出 3 场，观众
6000人次，加上衍生品等其他业态收
入超过 15万元。”王涛显得疲累的脸

上掩饰不住喜悦。
在网络、移动等新媒体冲击下，

广播、电视、报纸等一众传统媒体普
遍感到寒意袭人、难以为继的严冬，
商丘广播电视台却热火朝天，精心布
局，连下了四步棋，一举走出困境，实
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增共长。

第一步棋：拍电影

传统媒体真的活不下去了吗？
商丘广播电视台没有坐等挨饿，而是

更加坚定政治家办台方针，不悲观，
不消极，危中求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紧紧抓住强力推进的“商丘好
人”城市品牌建设的契机，主动作为，
大胆探索，立项上马拍摄商丘好人的
优秀代表——李学生这个英雄题材
电影。

在整部电影拍摄过程中，他们
订下了“三不”的调子：不与大牌摄
制公司比设备，而是比用心；不请大
腕明星靠烧钱赚流量，（下转第四版）

四步棋走活一个台
——商丘广播电视台的逆袭之路

把郑州这个龙头扬起来
——“郑州GDP突破万亿”的思考之一

辣条界“扛把子”
要从河南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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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