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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25638.13%，这是 2018年安阳市
技术交易额的增速，增速居全省第一。

增速一年翻 8 番，不是“吹牛”
吧？是不是写错了？这是许多人得知
这个数据后的第一感觉。

记者围绕这一数据展开了追踪调
查。

走进安阳市科技局科技合作与成
果转化管理科。当记者说明来意，科
长张广杰一脸严肃地说：“数据可不能
开玩笑，这是真实的呀！”

“还是用数据说话吧。”张广杰坦
言：“2017年，全市技术合同交易额仅
有60万元，全省排名倒数第三。2018
年，全市技术合同交易额达 15442.88

万元。”
“2017年的数据让我们知耻而后

勇。去年，安阳市开始拼了，市政府出
台了科技创新高地的若干意见，其中
就有很多针对技术合同成交额的奖励
政策。”张广杰说。

“好政策不能存放在办公室档案
里，要广而告之，让企业享受到‘红
利’。”张广杰说，去年，安阳市科技局
动用各种人员力量，深入高校、科研院
所、大中小型企业，将编印的 1000多
份《技术市场政策选编》《技术创新、技
术贸易优惠政策文件选编》送上门，详
细解释条款，并具体指导。工商、税务

人员也加入了宣传队伍。
服务是否真正精细周到？记者来

到了安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见到了
通用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常务总
裁贺艳丽。她实话实说：“企业不是天
天盯着政策，盯的是企业经营。平时，
我们没有意识到政策与企业直接的相
关性。市科技局的同志经常上门沟
通，手把手教我们注册、录单……还持
续跟踪，真的打动了我们。”

“去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植物油有限公司签订的大豆分离
蛋白建设项目，由国家开发银行通过
上合银联体‘一带一路’资金池，提供
了开发性金融支持，此项目不仅是该
国的重点工程，也填补了他们生产的
空白。”贺艳丽骄傲地说。

在安阳市农业科学院谷子研究
所，所长刘金荣拿出 3份谷子交易合
同让记者看：“过去，我们天天在试
验田里忙活，出了成果也不擅长推

广。如今，技术转让给多家种子公
司，不仅可以让老百姓分享科技成
果，也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成
果收益不低于 70%给成果持有者。”
目前，该院的小麦、玉米等良种也进
行了技术交易。

市科技局的同志还建议记者到京
南基地看看。京南基地是安阳市引进
的全国技术转移公共服务平台，这家
基地的专业人员走访了安阳市200多
家企业，组织培训150家企业，促成了
北京君太科技有限公司与方圆公司技
术转移对接，该项目产出的高端抛光
粉可应用于精密研磨领域，填补了国
内空白。

通过实地调查，记者感到，安阳
市技术成果交易的数据真实可靠，经
得起检验。安阳市迎难而上，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搭好戏台，在促进科技
合作与成果转化方面唱出了精彩大
戏。③5

□本报记者 刁良梓

“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
边”“夏天蚊蝇轰，下雨随水冲”，农村
户厕脏乱差的状况必须改变。2月 26
日，记者见到了省人大代表、金冠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樊崇，他说这是
他这几年一直思考的事情，一方面是
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金冠新能源
正在进行的产业布局。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前，
6名省人大代表在“代表委员通道”亮
相并回答记者提问，樊崇便是其中一

位，他的提案引起多家媒体的关注。
樊崇说，“厕所革命”是关乎千家万户
幸福指数的民生事项，他提出的河南
省农村户厕改造的相关建议也是基于
这样的考虑。

1月 24日，内乡县“厕所革命”工
作现场会在湍东镇赵沟村召开。选择
赵沟村，缘于“厕所革命”为这里带来
的改变。

赵沟村属于山区贫困村，没有下
水管道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农户一
直使用旱厕。农户们想改厕所，却苦
于没有好的改厕模式。作为土生土长
的农民企业家，樊崇决定利用“厕所革
命 ”的 契 机 ，为 乡 亲 们 做 点 实 事 。
2018 年 11 月，赵沟村改厕工作拉开

帷幕。金冠公司负责户厕设计、厕具
提供和运行维护。农户自备建筑材
料，在金冠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挖化
粪池坑进行改厕。短短几个月时间，
不少赵沟村的乡亲也像城市人一样用
上了水冲式厕所，告别了臭气熏天的
旱厕，村民拍手称赞。目前已投入使
用无害化卫生厕所52座（含赵沟村部
公厕 1座，危房改造搬迁户集中式公
厕1座），剩余符合改造条件的改厕户
将在今年3月底前全部改造完成。

樊崇告诉记者，公司刚购置了一台
3300吨的大型伺服节能注塑机，“我们
将通过技术提升，把农户改厕这件好
事办好、为全面实施‘厕所革命’，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尽微薄之力。”③5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公示
为便于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监督我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促进全省各

级各部门进一步履职尽责，更好地宣传脱贫攻坚政策，畅通贫困群众利益诉
求渠道，现将全省扶贫系统咨询监督服务电话、电子邮箱、官方微信公众号、
信访手机号等公共服务信息予以公示。

一、可通过咨询监督服务电话进行政策咨询、工作监督、问题举报，电话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

二、非工作时间请发送电子邮件或信访手机短信。
三、了解扶贫政策可关注各地扶贫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

河南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2月26日

全省扶贫系统公共服务热线
单位 咨询监督电话 电子邮箱 官方微信公众号 信访手机号

省扶贫办 0371-65919535 Hnfpb12317@163.com 河南扶贫 17737793060

郑州市扶贫办 0371-67185453 zzsfpbxf@163.com 郑州脱贫攻坚 18790290608

开封市扶贫办 0371-25953508 kffpxf@126.com 开封市脱贫攻坚 13103785600

洛阳市扶贫办 0379-65956505 lysfpbdcb@163.com 洛阳扶贫 18637995233

平顶山市扶贫办 0375-2692626 pdssfpxf@126.com 平顶山脱贫攻坚 15716535027

安阳市扶贫办 0372-2163701 fpbzhk@163.com 安阳扶贫开发 18567759636

鹤壁市扶贫办 0392-3353569 hbtpgjfwrx@126.com 鹤壁脱贫攻坚 15517891651

新乡市扶贫办 0373-2177361 Xxtpjd@126.com 新乡精准扶贫 18236191017

焦作市扶贫办 0391-8382959 Jzfpjd@126.com 焦作脱贫攻坚 15939161859

濮阳市扶贫办 0393-4415838 Pysfpb@163.com 濮阳扶贫 13839296696

许昌市扶贫办 0374-2965201 fpfwrx@163.com 许昌脱贫攻坚 18623807919

漯河市扶贫办 0395-3121908 Lhsfpkfb@163.com 漯河扶贫 13721319396

三门峡市扶贫办 0398-2939759 Smxsfpb@126.com 三门峡微扶贫 13849809291

南阳市扶贫办 0377-61567225 nysfpbxfk@163.com 南阳智慧扶贫 13663991532

商丘市扶贫办 0370-3639057 sqsfpb@163.com 商丘脱贫攻坚 17537045909

信阳市扶贫办 0376-6366645 Xyfpblu@126.com 河南省信阳市扶贫 13213890270
开发办公室

周口市扶贫办 0394-8270226 Zksfpbggyx@163.com 周口脱贫攻坚 18638089730

驻马店市扶贫办 0396-2610268 Zmdsfpxf@126.com 驻马店扶贫 15639651017

济源市扶贫办 0391-6633993 jyfpxf@126.com 济源扶贫 18539112317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2 月
24日，豫西山区洛宁县涧口乡的洛宁
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挖掘机轰
隆作响，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业主
营地、道路路基等开挖作业。

“春节一过，我们就全员上阵,确
保今年完成约4亿元投资目标。”国网
新源洛宁抽水蓄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学清说。

投资 88.8 亿元、总装机容量 140
万千瓦的洛宁抽水蓄能电站工程，是
2019 年我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洛
阳市加快实施“97172”合理有效投资
行 动 计 划 、明 确 重 点 实 施 推 进 的
1138个重大项目之一。

今年，洛阳市抢抓国家实施基础
设施领域补短板政策和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有利机遇，统筹实施“97172”
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着力推进9大

体系、近 70个重大专项，1138个总投
资711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258亿元
的重大项目，确保455个省市重点项目
全年完成投资1387亿元。

“扩大合理有效投资，当前能增加
需求，长远能改善供给，具有很强的乘
数效应、结构效应。”省委常委、洛阳市
委书记李亚说，着眼于洛阳市情的审

视、短板的补齐、发展优势的厚植，围
绕加快构建现代创新体系、现代产业
体系、现代城镇体系等九大体系，实施

“97172”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瞄
准重点领域，聚焦基础设施、企业“三
大改造”、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民生改
善等领域，持续推进实施一批带动能
力强、支撑未来发展的重大项目，以项

目建设高质量推动发展高质量。
洛阳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今年实施的 1138 个重大项目中，
投资 100 亿元以上的项目 10 个，50
亿元以上项目 8个，10亿元以上项目
165 个。这些项目既包括洛阳机场
改扩建、高铁动车组存车场、高速路、
快速路、综合交通枢纽等重大交通项
目，也包括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
公园、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之
都”等文旅融合项目，以及医院、停车
场、集中供热、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洛阳市严格落实项目推
进机制，由 34位市级领导分包 101个
省重点项目，县（市、区）领导实行一
对一分包项目，精简环节，将全流程
审批时限由过去的 120 天压缩至 92
天，确保项目如期开工。③4

一年翻8番，这增速怎么来的
——安阳市技术成果交易数据微调研

基层亮点连连看

洛阳实施“97172”合理有效投资行动计划

1138个大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厕所革命”让乡村生活更有“品质”

建设美丽乡村，要有面子，更要有

里子。参与“厕所革命”，是金冠的发展

机遇，更是樊崇的情怀使然。樊崇自小

在农村长大，更懂农民的所思所想，他

的愿望就是能够改变农村，希望有一天

农村也像城市一样宜居美丽。他说，要

努力把“厕所革命”这项民生工程做实

做好，用实际成效回报父老乡亲，对得

起脚下这片深情的土地。③5

代表委员履职记

不负脚下
这片深情的土地

2月 26日，我国华东地区第二条快速客运通道——商（丘）合（肥）杭（州）高铁正式开始铺轨。商合杭高铁全长约795公里，工程总投资约960.8亿元，设计行
车时速350公里，线路北接郑徐高铁，是连接中原、江淮与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交通主干线。 新华社发

1138个重大项目中，投资100亿元以上的项目10个，

50亿元以上项目8个，10亿元以上项目165个。

这些项目既包括洛阳机场改扩建、高铁动车组存车场、综合

交通枢纽等重大交通项目，也包括隋唐洛阳城国家历
史文化公园、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博物馆之都”等文旅融

合项目，以及医院、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制图/王伟宾

□本报记者 卢松 本报通讯员 石铭

初春的郑州，乍暖还寒。省委党
校的校园内却持续涌动着学习研讨的
热潮。2月 23日至 26日，全省纪检监
察系统专题研讨班在这里举行。

省纪委监委对这一研讨班高度重
视。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任正晓出席开班式并讲话。省纪委
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全程听课研讨。

学习讲话、集中授课、专题辅导、
分组讨论、答疑解惑……4 天时间，
300 多名来自各省辖市纪委监委、省
纪委监委各派驻机构、省直纪工委和
省纪委监委机关各部门各单位的负责
同志，接受了一次高规格、高强度、高
效率的集中学习。

在专题研讨班上，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的 3位同志围绕不同主题作了精
彩讲授，省纪委监委 3位副书记、副主
任分别作了专题辅导，为狠抓全年各
项任务落实、推动全省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的视野、提出了
更高要求。学员们听得认真，记得详
细，悟得深刻。

“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学习充电
机会，大家都格外珍惜。”郑州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周富强表
示：“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准吃透中央
纪委全会、省纪委全会精神，以更坚韧
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更严格的标
准，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确保中央纪
委全会和省纪委全会部署的各项任务
落实落细，让人民群众有更多更直接
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白天集中授课，晚上分组讨论、集
中答疑。学员们结合研讨班主题，联系
工作实际，踊跃发言交流。“很多发言引
起了大家的共鸣和热议，插话、提问甚
至是激烈辩论的情形在小组讨论现场
经常出现，以至于讨论交流远远超出了
预计安排的时间，但大家都表示这样的
研讨交流很有必要、很受欢迎、很有效
果。”省纪委监委组织部部长张建军说。

“以对党绝对忠诚、践行‘两个维
护’的政治自觉抓落实，确保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三次全会精
神取得实效。”

“以永远在路上、丝毫不放松的坚
韧毅力抓落实，确保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取得实效。”

“以加强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
的政治站位抓落实，确保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取得实效。”

“以坚持法治思维、严守程序意识
的工作理念抓落实，确保守住审查调
查安全底线工作取得实效。”

“以立场坚定、意志坚强、行动坚
决的更高要求抓落实，确保锻造政治
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监察铁军取得
实效。”

……
抓落实的春天序曲，正汇聚成全

省纪检监察干部重实干、求实效的激
越旋律。

热烈交流碰撞出思想火花，民主
讨论凝聚出行动共识。研讨班期间，
学员们在学习和交流中进一步提升了
政治站位，理清了工作思路，明确了奋
斗方向，切实增强了干好工作的紧迫
感和使命感。

省纪委监委派驻省文化和旅游厅
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海现告诉记者：“纪
检监察机关肩负着党章和宪法赋予的
神圣使命，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紧密结合派驻
机构的职能定位，抓住‘三个一以贯
之’根本要求，抓住稳中求进这个总基
调，抓住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个目标方
向，坚决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
任，发挥‘派’的权威、‘驻’的优势，切
实提高派驻监督全覆盖质量，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带着强烈的责任使命和丰硕的学
习成果，研讨班结束后，学员们立即奔
赴各自工作岗位。大家一致表示，今
后工作中，将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按
照省委要求，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以改革创新
精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以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
度狠抓任务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新
篇章提供坚强保障。③5

春天里，流淌着实干的激越旋律
——全省纪检监察系统专题研讨班侧记

2月 26日，
宝丰县周庄镇
马旗营村农民
在村道上栽植
月季树苗。该
镇农民抓住气
温回升、墒情适
宜的有利条件，
掀起春季植树
造林热潮。⑨6
王双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