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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可欣 孙欣）
2018 年度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情况
如何？5 月 9 日，记者从省司法厅获
悉，省政府日前发布《关于 2018年度
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向群众交
上了答卷。

2018年度，我省法治政府建设主
要有“减证便民”、政务公开、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等5个方面的亮点工作。

亮点一：“减证便民”让
群众更有获得感

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18 个
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市）政务服务
平台和省直 56个部门审批办事系统
与河南政务服务网互联互通，线上办
事实现“一网通办”。

“减证便民”和权责清单公示工作
扎实推进。取消和调整行政职权事项
345项。省、市、县三级编办共梳理各
类证明30069项，取消26795项，精简
率达89.1%。

不断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
动大数据与信用体系建设融合发展，全
省全年开展信用核查264万次，累计对
92.44万名失信被执行人限制市场准入
1.3万人次，限制乘坐飞机、高铁和住宿
星级酒店等高消费行为67.26万人次。

亮点二：依法行政制度
体系更加完善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围绕河南自
贸试验区、生态文明、“一带一路”建设
等工作，出台了《中国（河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省政府令第
178号）、《河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实施办法》（省政府令第 186
号）等省政府规章。

加强规范性文件管理和监督。省
政府法制机构对各地、各部门报送备
案的文件进行严格审查，全年收到报
送备案文件 789 件，备案并公布 734
件，不予备案 55件。全面清理规章、
规范性文件，全省各级政府法制机构

共废止规章 10部、修改 3部，废止规
范性文件690件、修改73件。

亮点三：打造服务型行
政执法示范点

突出典型带动。确定 36个行政
执法单位为第三批河南省服务型行政
执法示范点。截至2018年年底，全省
已命名 216 家服务型行政执法示范
点，通过以点带面、典型引领，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

亮点四：政务公开打造
阳光政府

加大主动公开力度。及时发布涉
及社会民生的各类信息，省政府门户
网站全年共发布信息 42765条、有关
负责同志视频访谈17期、意见征集59
次，办理回复网民咨询4495次。

选取济源市、长垣县等地 8家试
点单位，重点围绕就业创业、社会救

助、社会保险、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
8个领域开展试点工作，减轻了基层
工作人员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
了群众办事。

积极推进实体政务大厅建设和统
一政务服务热线平台建设，截至 2018
年年底，全省市、县级政务服务事项进
驻 综 合 实 体 政 务 大 厅 比 例 平 均 为
85%，一窗受理比例平均为73%。

亮点五：依法有效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

强化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2018
年，省政府共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1905
件，审结1392件；办理行政应诉一审案
件256件、二审案件122件。

坚持和发扬“枫桥经验”。省司法厅
与省信访局联合建立人民调解与信访工
作新机制，开展“贯彻十九大精神、调解
纠纷促和谐”大排查大调解活动。全省
人民调解组织全年调解矛盾纠纷80.79
万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5月 8日，全省公
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范建设启动仪
式在洛阳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济超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悉，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
范建设是“翻译河南”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打造国际化环境、保障大型国
际活动、树好国际形象的重大基础工
程，将为我省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和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
好的国际语言环境。

徐济超指出，全省公共服务领域
外语标识规范建设的启动，标志着我
省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范建设正
式进入了科学有序的新时期，希望全
省各地各领域各部门高度重视此项工
作，勇于担当、主动作为，扎实推动公
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规范建设工作，
助推河南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

启动仪式上，省委外事办发布了
《河南省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参考
（试行）》。③5

□王钢

1989年 6月 1日，河南日报 40周
年社庆大会上，到报社工作不足 5年
的我，穿一件浅咖色连衣裙，扎马尾
辫，上台代表青年编辑记者发言。

30年，发如雪。
河南日报今年 70岁了。在她宽

厚博大的怀抱里，最庆幸的是，如此难
得的平台和机遇，成全了我的一个职
业爱好——“亲自”。

新闻就意味着，现场的亲在，记者
的“亲自”。

年轻时，见猎心喜，渴望“亲自”。
1986年，河南日报拟对全国农村先进
典型史来贺进行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启
封式报道，特邀著名作家张一弓执笔。
我羡慕一弓老师，期待拜读大作。忽
然，总编辑邓质钢把我叫到办公室，说
一弓来不了啦，让我这个新手接棒。
当时，我到河南日报文艺处的调动还
未办妥，署名前面连“本报记者”都还不
能挂呢。然而，“亲自”的冲动战胜了胆
怯，我采写发表了自己的万字成名作
《史来贺，历史将来祝贺你》。我的重大

典型系列报道也由此起步。
年纪大了以后，心热技痒，“亲自”

之心依然不死。
2007年，陕县支建煤矿发生“7·29”

淹井事件，全省上下奋力施救，69名矿工
被困井底76小时全数生还。事件结束4
天后，我突然接到指令要采写一篇大报
告文学，时过境迁，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我孤注一掷，奔赴陕县采访，回
来玩命赶稿。7天里，完成两版半的全
景式报告文学《霹雳重生》，报纸准时送
抵全省“7·29”事件祝捷大会现场，受到
国家安监局局长、省委书记的表扬。那
年我54岁。

2012年，正值一个“医”字激起狂
澜，我偶遇了采访河南省人民医院手
术室的机会，想为医院、医生写出一篇

“将灵魂锉磨出血痕”的报道。谁知差
点被“深水”淹死，外科团队包括20多

个手术科室！我在医生、护士和病人
中间泡了半个月，进手术室、吃盒饭、陪
诊，甚至待到午夜零点，记录口述素材
五六万字……发表于河南日报的 2万
字报告文学《无影灯下，柳叶刀上》，本
属广告作品，没想到，竟被中宣部《新闻
阅评》评论为“不愧是一篇饱含真情、令
人感动的好文章”。那年我59岁。

退休后，还在河南日报发表或参
与发表了《英雄不老》《中国村魂》《“星
云团”出世——走进新乡先进群体》等
长篇报道……

“亲自”，等于历险，等于拼命。但
没办法，就是喜欢“亲自”。

一名新闻“工匠”，亲自创意，亲自动
手，在智慧火花的闪映之中，先出毛坯，再
出成品，最后精雕细刻完成一件杰作……
将作品捧在阳光下，发现上面自己的
指纹纤毫毕现，自己的体温犹存，自己
的心血和她一起红润，这时，一种手捧
胎生婴儿的沉醉，是别人难以体会的。

与其说我喜欢“亲自”，不如说我
害怕自己失去原创的能力。身为记者
或者作家，如果笔头渐渐生涩，键盘渐
渐荒疏，再也不能对事物产生入木三
分的表达，再也承受不了写作的艰辛，
一定会恐慌的，一定会空虚的。

而且，我也舍不得放弃“亲自”。
亲自去触及生活的真实质感，亲自去
抚摩专业的生动纹理。尤其打了一场
大仗一场硬仗之后，那种疲惫而又舒
畅的快感，犹如攀上巅峰当风独立，是
一番无与伦比的享受。③1
（作者原为河南日报文化周刊部主任）

本报讯（记者 刘红涛）“世界小麦看
中国，中国小麦看河南。我是河南人，我
为新乡小麦代言！”5月9日，在河南省知
名农业品牌发布暨宣传推介会上，小麦
专家、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财满腔热
情推介新乡小麦。

品牌就是影响力，就是号召力，就是
竞争力。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在中国
品牌日（5月 10日）前一天，省农业农村
厅联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网络传
媒集团共同举办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发
布暨宣传推介会。会上发布了河南省知
名农业品牌榜单和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
地图，颁发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农业
企业品牌、农产品品牌等奖项，“三全”速
冻食品、信阳毛尖、黄河鲤鱼等400个品
牌上榜。

一个好的品牌还能带动一方经济发
展、富裕一方群众。“河南已成为大粮仓、
大厨房、大餐桌、大市场。下一步我们将
继续坚持品牌引领，打好‘品牌’牌，加快
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省农业
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介绍，截至2018年
年底，我省农业品牌中拥有“中国驰名商
标”78个、省级知名品牌 400个、“三品
一标”农产品4429个，“河南制造”和“豫
农名品”的美誉度、影响力不断提升，推
动农业发展实现量的增长和质的飞跃。

在品牌推介环节，我省小麦专家郭
天财、信阳农林学院茶学院院长郭桂义
等河南籍“三农”领域知名人士，先后上
台为河南知名农业品牌代言。

此外，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河南农业
品牌场景秀，“好想你”、中牟西瓜、“三
全”速冻食品、“新农村”豆芽四个品牌进
行了展示。“三全食品”碰上智能机器人
小胖惹人捧腹、卡通产品形象“芽状元”

“豆状元”生动有趣……农业品牌场景
秀，不仅吸引了现场不少人的眼球，也让
更多群众了解了农业知名品牌。③5

本报讯（记者 栾姗）5月 9日，
由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河南
自主品牌经验交流会暨网上博览
会”上线发布活动在郑州举行。

品牌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
追求，是供给侧和需求侧升级的方
向，是企业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的
重要体现。2014年5月10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指导时提出

“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
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
向中国品牌转变”。随后，国家印发
了一系列支持品牌建设的政策文
件，国务院批准自2017年起将每年
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

作为“中国品牌日”的地方特色

活动之一，当日的经验交流会共有
7家河南企业分享了自主品牌建设
的“妙招”。网上博览会共开设6个
主题板块，以河南版图全貌形式，立
体呈现河南自主品牌分布，浏览者
可以便捷、快速、精准查询到品牌所
在地区，凸显各地市产业优势和品
牌特色，首批上线参展企业有双汇、
宇通、中铁装备等136家单位。

按照省政府批准的方案，今年
我省“中国品牌日”地方特色活动还
包括：“老家河南”文化旅游品牌展、
第七届全国品牌故事演讲比赛（郑
州赛区）启动仪式、“纪念新中国成
立70周年”河南卓越贡献100强品
牌推选、“匠心智造·出彩中原”
2019年河南品牌节活动等。③9

超2.6万项证明取消了

全省公共服务领域外语标识
规范建设在洛阳启动

亲 自

我省发布400个农业知名品牌

河南自主品牌经验交流会
暨网上博览会上线发布

5月 9日，在河南省知名农业品牌发布暨宣传推介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品牌农产品琳琅满目。工作人员现场向
与会者展示、推介各种农产品。⑨3 本报记者 刘红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勰）5 月 9日，省
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
晓到郑州大学法学院看望联系的专家
学者并进行专题调研。

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任正晓详细
询问法律实践性教学的开展情况；在
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任正晓与一线研
究人员深入交流，了解大家的工作情
况。任正晓还看望了联系的专家——
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苗连营，勉励专
家学者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
设等方面进一步发挥作用。

在座谈会上，任正晓对法学院在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法治河南建设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纪

检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纪检监察机关
一体贯彻纪检、监察两项职责，贯通
纪法、衔接司法，对纪检监察干部队
伍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希望
郑州大学重视对党内法规和国家法
律特别是监察法的研究教学，完善纪
法人才培养体系，在提升纪检监察干
部的法治意识和履职能力上有新的
作为。要充分发挥“双一流”大学建
设的有利条件，在纪检监察重大课题
的理论和务实研究上加强联系、提供
支持，共同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郑州大学校长刘
炯天等参加调研。③4

任正晓在郑州大学法学院调研时寄语

为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5 月 7日，
副省长徐光赴三门峡市就城市规划发
展、交通运输等重点项目建设进展情
况进行调研。

徐光一行先后来到智慧三门峡城
市运营指挥中心和甘棠路立交桥、青
龙涧河景观带改造提升、湖滨区梁家
渠棚户区改造、蒙华铁路三门峡黄河
公铁两用大桥等项目施工现场，详细
了解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徐光肯定了
三门峡市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指出要
继续探索将信息化技术与城市建设和

城市管理相结合，为全省的智慧城市
建设提供更多可借鉴的经验。他强
调，要深刻认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意义，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与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新
发展理念，以文明创建为引领、以人民
群众为中心、以品质提升为重点，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点的城市高质量
发展之路。

徐光一行还深入卢氏县，对该县
脱贫攻坚、交通运输等工作进行调
研。③5

坚持新发展理念
提升城市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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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9日，焦作市博爱源创业基地的蔬菜大棚里，农民在采摘新鲜的黄瓜。
以该基地为核心规划的 3000 亩高效农业科技产业园，目前已建成日光温室
138座，吸纳周边20多个村的农民创业。⑨3 刘金元 摄

截至2018年年底
我省农业品牌中拥有

“中国驰名商标”

本报讯（记者 杨凌）5 月 8日，记
者从总部位于郑州的中铁工程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中铁装备 2017 年、
2018年连续两年产销量世界第一，为
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实现跨越式赶
超，创树国际品牌闯出了一条新路。

2014年 5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南视察时，来到中铁装备，登上了

“河南造”盾构机，做出了“推动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
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的重要指示。

时隔 5 年，中铁装备各项指标增
长迅速，营业额从 2014年的 17.25 亿
元增长到 2018年的 70.2亿元，营业收
入从2014年的13.45亿元增长到2018
年的41.89亿元，专利从2014年的187
项增长到 2018年的 600余项；今年盾
构机订单量将突破 1000台。从一年
仅能生产5台盾构的小厂商起步，中铁
装备已经发展成为年产能280台，拥有
18个生产基地、5个海外常设机构，连
续7年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50余台盾
构及相关产品出口至18个国家和地区

的工程装备综合服务商。
5年来，中铁装备积极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稳步实施国际化发展战
略，推动“中国制造”走出去，产品远
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色列、印度、
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世界
最小直径硬岩掘进机应用于黎巴嫩
大贝鲁特区供水项目，中铁 262“复兴
号”盾构应用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红线
轻轨项目，4 台盾构机应用于新加坡
地铁建设……今年，继中标意大利
Cepav高铁项目后，中铁装备又连续
接到丹麦哥本哈根地铁和法国巴黎
地铁 10 米级盾构机订单。2019 年 1
月，我国出口非洲首台盾构机顺利下
线，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非合
作的重要实践。

“目前，我们已在郑州成立了我国
首个国际掘进机创新研究中心，未来
我们将把郑州打造成中国盾构之城，
致力于将世界掘进机技术中心由欧美
转移到中国，实现‘中国设计、国际标
准、全球采购、全球销售’。”该公司负
责人谭顺辉充满信心地说。③9

“河南造”盾构产销量
连续两年世界第一

78个

省级知名品牌

400个

“三品一标”农产品

4429个

去年我省法治政府建设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