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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刘勰 通讯员 刘志刚）
4 月 1日，全省巡视巡察工作会议暨十
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在郑州召开。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本轮
巡视安排 13个巡视组，对 39个党组织
开展巡视。

会议指出，2019年，省委巡视要围
绕推动脱贫攻坚、国企改革等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采取板块混动的
方式，安排2轮对不少于70个党组织的
集中巡视。市县巡察要聚焦群众身边
的腐败问题，着力加强对惠民利民、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决策部
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积极推动向村
居延伸，打通巡察监督“最后一公里”。

会议要求，本轮巡视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

“两个维护”作为政治监督根本任务，从
“六围绕、一加强”入手，落实“五个持

续”要求，牢牢抓住脱贫攻坚这个重点，
扭住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个关
键，监督检查被巡视党组织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
督责任、党建工作责任、整改责任等情
况，突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政治监
督，突出对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问题的政治监督，突出对解决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实际问题的政治监督，突出
对重点人、关键岗位和重点领域监管情
况的政治监督，突出对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贯彻落实情况的政治监督。

据了解，本轮巡视 4月中旬进驻，6
月中旬撤回，现场巡视时间 2个月。各
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具体授权任职和任
务分工如下：

第一巡视组组长米剑峰，副组长史
战芳、韩若冰、张宏丽，巡视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省民政厅、省交通运输厅。
第二巡视组组长高颖照，副组长张

庆祥、李海现、毕晓阳，巡视郑州市管城
回族区、新郑市、新密市。

第三巡视组组长崔绍营，副组长翟
迎波、赵坤炎、谢霜云，巡视洛阳市洛龙
区、老城区、偃师市。

第四巡视组组长万里光，副组长吴
云、杨慧中、马志，巡视省水利厅、省农
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第五巡视组组长韩斌，副组长杨
军、黄家明、赵书茂，巡视平顶山市卫东
区、汝州市、宝丰县。

第六巡视组组长代毅君，副组长郑
新法、黄真伟、王秋霞，巡视郑州市中原
区、登封市、荥阳市。

第七巡视组组长许兆儒，副组长靳
合社、贾太杰、杜国庆，巡视焦作市马村
区、武陟县、修武县。

第八巡视组组长魏治功，副组长陈
天福、程海宏、邢广华，巡视新乡市凤泉
区、新乡县、长垣县。

第九巡视组组长郑俊峰，副组长王
富兴、王峰、张定林，巡视沁阳市、孟州
市、温县。

第十巡视组组长王保华，副组长徐
曙光、李甄、闫廷瑞，巡视开封市龙亭
区、顺河回族区、兰考县。

第十一巡视组组长李阳，副组长姚
龙其、朱俊峰、范晓音，巡视省农村信用
社联合社、河南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河南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十二巡视组组长唐飞，副组长孙
保群、丁昌盛、王伟，巡视安阳市北关
区、安阳县、滑县。

第十三巡视组组长李志强，副组长
马宏、吕青、严谨，巡视南阳市宛城区、
西峡县、新野县。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4月 1日，记
者从省自贸办获悉，截至目前，河南自
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超过 5万家，注
册资本超过6200亿元。

记者了解到，我省先后出台多项政
策支持自贸试验区发展。在吸引外来
投资方面，省政府出台了《关于积极有
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促进
服务水平，完善投资促进服务平台，强
化各类园区利用外资平台作用，建设高
标准、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我省外商
投资稳定增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联合制定了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省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重点在平台载体建设、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总部经济和多式联运枢纽
经济等方面给予支持。

通过上述措施，大企业大项目纷纷入
驻。在自贸试验区投资的世界500强企
业、中国500强企业近120家。普华永道
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全部入驻自贸试验

区，台湾合晶八寸晶圆项目、恒大旅游集
团投资的恒大童世界项目、珠海银隆投资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海马汽车整车
项目、上汽集团乘用车二期项目等一批重
大项目落地建设或投产运营。

另外，自贸试验区主导产业特色明
显。投资领域主要涉及先进制造、现代
服务、交通物流、文创旅游及科技创新
等。绿地集团在开封片区投资的绿地
中部创客中心项目已投入运营；格力集

团在洛阳片区投资的格力中央空调项
目、中国中铁集团在郑州片区投资的智
能化高端装备产业园项目正加快建设。

在产业布局方面，围绕战略定位和
片区功能划分，各片区均明确了重点产
业规划。郑州片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为主，重点推进贸易新经济、
物流新经济等七大产业集群建设。开
封片区谋划发展文创、医疗旅游两大特
色产业，高端装备及汽车零部件等三大
制造业，服务外包、现代物流等四大现
代服务业。洛阳片区以高端制造业为
主导优势产业，建设全国重要的智能装
备制造、新材料、机器人产业基地。③8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4 月 1
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3
月 25日至 29日，在省高院组织下，
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第四次扫黑
除恶集中开庭、宣判活动，共对 35
件黑恶势力及“保护伞”犯罪案件
进行了公开开庭或宣判，涉及犯罪
分子334人。

在公开宣判的 24 件案件中，
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8件
108人，恶势力犯罪案件 15件 129
人，“保护伞”犯罪案件 1 件 1 人。
省高院公布了其中 4起典型案例：
张五雷为首要分子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通过阻挠、破坏村党支部选举

等方式长期把持基层政权，多次实
施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等违法犯罪行为；安建毫为组织、
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诱骗群
众签订贷款购车的霸王合同后，肆
意认定违约，通过盗取、抢夺等手
段收回车辆，并采取暴力、威胁手
段索要违约金及拖车费等费用，严
重扰乱汽车销售行业秩序；陈荣根
为组织、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依托其成立的置业有限公司等企
业，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
秩序、强迫交易、骗取贷款等违法
犯罪活动，以商养黑、以黑护商；闫
军保作为派出所所长却不依法履
行职责，纵容王彦成黑社会性质组
织实施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
非法经营等违法犯罪行为，未依法
查处、打击。③4

全省法院集中开庭宣判
“黑恶”犯罪案件
涉及犯罪分子334人

河南自贸试验区累计入驻企业超5万家

十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工作启动
十届省委任命各巡视组组长及任务分工

关注十届省委第六轮巡视工作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宋会杰 张珂

春风又绿洛河岸。站在宜阳县灵
龙大桥上眺望洛河，水面碧水如玉清
波荡漾，岸边桃李争妍翠柳如烟。距
此不远的宽阔河面上，2019年全省赛
艇皮划艇冠军赛擂响战鼓，一艘艘赛
艇争先恐后，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

动与静，力与美，生态魅力愈加
彰显。

宜阳持续实施“一带两翼四区一
网”生态建设规划，全面推动“一山、
二河、两带、三大产业、九条廊道”

“12239”工程，目前已完成造林 8.3万
亩，植树612万株。绿色，正在成为宜
阳发展征程中的最美底色。

大笔起韵 写全域绿化壮丽诗篇

大手笔规划，织密全域绿化网
络。宜阳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9+
2”工作布局，积极贯彻“一中心六组
团”发展战略，强化生态对接，持续实
施“一带两翼四区一网”发展战略，“一
带”是 65 公里洛河生态产业带；“两
翼”是省级地质公园锦屏山和省级森
林公园香鹿山；“四区”分别是：西南的
国家级森林公园花果山水源涵养区，
南部的水土保持林区，北部的特色经
济林区，中部的洛河沿岸苗木花卉及
速生丰产林区；“一网”是以“宜阳组
团”与“市中心”生态廊道隔离带为代
表的县乡主干道生态绿化网络。

以“12239”工程为统领，宜阳强
力推进一山、二河、二线、三产业及九
条道路绿化。一山即锦屏山生态园，
2019年重点实施五期工程绿化；二河
即洛河和县城西小河两岸绿化；二线
即郑卢路、安虎线两线村庄绿化；三产
业即6万亩花椒产业、3万亩油用牡丹
产业和 1万亩水蜜桃产业；九条道路
绿化即郑西高铁、洛卢高速、新安虎
线、北环路等九条道路绿化提升。

大项目带动，打造绿化精品工
程。当春正是播绿时。今春，宜阳规
划实施八大造林绿化工程。

建设锦屏山生态园。依托县城南
部锦屏山，分 5年重点打造东西长 7.9
公里、南北宽 2.2 公里、总面积 2.5 万
亩的锦屏山生态园。去年至今造林
5000亩，植树 40万株,绿化景区道路
5.2公里，配套建设亭台楼阁等景观设
施，全面完成园区 2.5万亩建设任务，
形成“春有花、夏有荫、秋出彩、冬有
绿”的生态景观，实现宜阳南部与洛阳
市区的生态无缝对接。

洛河西段生态治理工程。实施南
闫路上游韩城河入口至连昌河入口洛
河西段生态治理二期工程。治理长度
11.2 公里，绿化宽度 50米，栽植乔木
7.43万株，灌木132万株，全面完成宜
阳境内洛河两岸65公里生态产业带。

城区及周边绿化提升工程。在李
沟矿生活区及西小河两侧，建设10万
平方米的城市游园。实施洛宜快速通
道、灵山大道、锦屏大道、创业大道等

5条城区道路绿化提升。新建城市游
园 10个，营造良好居住环境、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城市品位和居
民幸福指数。

廊道绿化提升工程。实施郑西高
铁等九条道路绿化，总绿化里程 176
公里，经九路、洛邑水城东路、锦龙大
道北路全部按城市绿化标准，每侧绿
化宽度30米，目前，已全部栽植结束。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规划建
绿、见缝插绿、提质优绿、协力植绿”的
原则，实施绿村工程。2019年完成村
庄绿化40个村。

6万亩花椒基地。重点打造建设
香鹿山镇大环线3万亩花椒产业基地
和莲庄、盐镇、董王庄三个万亩花椒基
地。目前，已栽植花椒6.7万亩。

10万亩油用牡丹基地。通过招
商 引 资 ，采 取 企 业 自 营 的 方 式 ，
2018—2020 年流转土地 10万亩，建
立10万亩油用牡丹种植基地，目前已
完成油用牡丹种植3.5万亩。

万亩水蜜桃产业基地。在上观、
花果山两乡扩大种植面积，2019年新
发展面积 0.3 万亩，总面积达到 1 万
亩，建成万亩高山水蜜桃产业基地。
逐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大投入驱动，夯实造林工作基础。
为保障造林绿化顺利推进，宜阳一方面
由将绿化工程分门别类，分别由县财
政、乡财政投资，为绿化提供坚强资金
保障。另一方面，该县通过土地流转等
形式，积极保障造林用地。对郑西高

铁、北环路、大南环、新安虎线等廊道绿
化项目用地，根据土地类型按每亩
1000元、700元、500元的标准与农户
签订协议，全部实行土地流转，共计流
转土地0.8万亩。同时采取以奖代补措
施，对高标准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乡镇
进行奖励，以此激励各乡镇积极开展上
规模、见实效的植树造林活动。

工笔细绘 展绿色经济多彩长卷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3月
29日，宜阳县第四届“美丽上观”桃园
文化节在上观乡石窑沟村芬芳启幕，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赏花踏青，吃农家
饭、体验农活，尽享好时光。原本籍籍
无名的小山村，因“桃”而兴，成了远近
闻名的桃源 。

今年，上观乡水蜜桃种植面积将
新增至7000余亩，从望着山水长叹端
着金碗讨饭，到巧用绿色资源催生生
态红利，绿土地上开始“流金淌银”。

乡村是明珠，景区连成片。以精
品景点促进全域旅游，是宜阳以“绿色
经济”加速乡村振兴的又一抓手。该
县努力织密乡村绿化网，注重荒山造
林与经济林木栽植、乡村旅游发展相
结合，稳步推进全域植树造林工程，兼
顾生态与增收双重效益，先让乡村绿
起来，再让村民富起来。

其中，65公里洛河生态产业带围

绕着省级地质公园锦屏山和省级森林
公园香鹿山“两翼”。西南的国家级森
林公园花果山水源涵养区，南部的水土
保持林区，北部的特色经济林区，中部
的洛河沿岸苗木花卉及速生丰产林区
兼顾生态、经济双重效益；而以“宜阳组
团”与“市中心”生态廊道隔离带为代表
的县乡主干道生态绿化网络把重点放
在了生态与社会效益融会发展上。

今年，宜阳把“12239”工程列入
30项重点工程，全领域播绿植绿，打
造生态富美宜阳。

突出“一山”，建“绿屏”。锦屏山生
态园内除了2.5万亩林木，还因循地势种
植软籽石榴、核桃等果木，不仅让锦屏秀
色重现，更为周边群众带来绿色红利。

围绕“二河”，现“绿水”。洛河西
段生态治理工程带来了 25公里水系
风景带，成为全域水系“生态圈”的大
动脉。两岸总长 50公里的 22个游园
广场，加上县城区内其他公园、游园，
让居民出行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开窗可赏绿，移步能换景。县城区绿
化覆盖面积达到 1012.3公顷，绿化覆
盖率达38.92%；绿地面积达899.93公
顷，绿地率达 34.59%；公共绿地面积
达 201.16公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0.02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
率达 86%。每天清晨，公园里随处可
见晨练的人们，彩扇翩飞相伴着树木

蓊郁，优美音乐应和着清脆鸟鸣，成为
一道独特的美丽风景线。

依托“两带”，创“绿村”。按照“以
绿治脏、以绿治乱、以绿治差”和“农村
森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果化”要
求，实施绿村工程，集中连片，实施40
个村庄绿化。重点抓好公路沿线、房
前屋后绿化，村庄道路绿化，村内文化
活动广场绿化，乔灌花草相搭配，形成
多层次、错落有序的绿色空间，每个村
当年新植树木数量在2000株以上，打
造“绿色田园、美丽乡村”。

培育“三大产业”，兴“绿业”。宜
阳新建花椒基地6.7万亩，建成3万亩
花椒产业基地和 3个万亩花椒基地、
万亩高山水蜜桃产业基地。新种植油
用牡丹 3.5万亩，计划到 2020年全县
油用牡丹种植面积在10万亩以上，可
将项目所在村庄群众纳入绿色产业
中，答好统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
促共进的生态必答题。

提升“九条廊道”，造“绿廊”。郑
西高铁宜阳段总绿化面积达6500亩，
形成绿化景观廊道。郑卢高速公路两
侧初步达到了“一山一品，一坡一景”
的效果。全县已完成廊道绿化176公
里，栽植树木 45.2 万株，造林 7525
亩。大地律动是春声，乡村振兴正当
时。在砥砺奋进中，一幅秀美活力的
宜阳乡村新画卷愈加清晰。

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国土绿化提速提质——洛阳市国土绿化巡礼④

宜阳县：“绿”字引领 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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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 成利
军）“爷爷的遗愿终于实现了。”4
月 1 日，手捧着志愿军烈士周少
武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济
源市坡头镇店留村村民周波热泪
盈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颁布实施一周年，为永远
铭记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
巨大贡献的英雄烈士，清明节前
夕，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网信办
等 10 个部门共同发起“寻找英
雄”行动，旨在帮英雄寻亲，送英
雄回家。

2014 年以来，我国共迎回五
批 589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在这 589位烈士的上千件遗物中，
其中有 24枚印章上的文字图案清
晰可辨，既能确定烈士的英名，也
为有关部门寻找烈士的亲人提供
了线索。

这 24 位烈士中，我省共有 3
位，他们分别是：周少武，男，河南
济源人，1932年出生，1951年 6月
牺牲，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7军 79
师 235 团 2 营 4 连战士；杨双喜，
男，河南邓县人，1910 年出生，
1951 年 5月 18 日牺牲，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15军 45师 133团 3营营
长；王国清，男，河南平舆人，1926
年出生，1951年 4月牺牲，生前部
队不详。

信息公布之后，首先从济源市
传来消息，经该市民政局工作人员
多方协调查找，很快在坡头镇店留
村找到了周少武的后人周波。

3 月 28 日，济源市通过核对
《济源市革命烈士英名录》和其他
资料，初步确定济源市烈士周少武
与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布的烈士周
少武为同一人。通过周少武烈士

后人周波提供的“革命军人牺牲证
明书”等相关材料，再次确定周波
系烈士周少武侄孙，周少武和周波
的爷爷周观富是亲兄弟（周观富已
经去世）。

3月 30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来
电告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济源市
在寻找烈士亲属活动中，行动之
快，效率之高，全国首家。

周波说：“我打小便经常听爷
爷讲述大爷爷周少武的事情。爷
爷说他父母走得早，兄弟俩相依为
命。当年他俩逃荒到陕西，17岁的
大爷爷参了军，他因年龄太小继续
逃荒。多年后，一张‘革命军人牺
牲证明书’寄到了家里，爷爷才知
道他的哥哥周少武已经在朝鲜战
场上牺牲了。”

记者在这张纸质发黄已略显
斑驳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上
看到，上面写着“周少武同志于
1949年 12月参加革命工作，在二
三五团二营四连任战士，不幸于
1951 年 6 月在第五次战役中光
荣牺牲”。落款为“中国人民志愿
军司令部、政治部”，时间为 1956
年。

周波告诉记者，爷爷周观富生
前曾多次寻找周少武的遗骸，但始
终没有任何信息，“现在好了，爷爷
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按照退役军人事务部安排和
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邀请，4
月 2日，周少武烈士亲属将在省民
政厅等相关部门陪同下前往沈阳，
参加清明节期间在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举行的安葬仪式和祭奠
活动。

据悉，邓州市和平舆县两地
相关部门正在通过多种途径，寻
找烈士杨双喜和王国清亲属的下
落。③5

济源籍烈士
周少武的亲属找到了！

4 月 1 日，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尉氏县供电
公司“焦裕禄”共产党员
服务队志愿者在帮助农
民开展春灌工作。该公
司近日启动“服务春耕”
专项保电活动，广大电力
职工深入田间地头，加大
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力度，
检查排灌站、临时抽水用
电线路及生产用电设备，
全力保障用电。⑨6 本
报记者 王铮 摄

电力保春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