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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让人民满意
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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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7月 12日
上午，舞莲面粉 20万吨小麦深加工
智能化改造项目、维森生物医药生物
保健品项目等 11个项目在舞阳县集
中开工。至此，漯河市今年第二次集
中开工的 79个项目全部开工，总投
资 20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84亿元，
涵盖装备制造、化工建材、食品加工、
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多个领域。

漯河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漯河市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集中开工的 79个项目中，总投资超
10亿元项目 6个，总投资 5亿元—10
亿元项目 7 个，投资 1 亿元—5 亿元

项目42个；工业项目28个，服务业项
目 24个，产业项目占比达到 66%，对
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有效投资、稳定
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液压
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上亿国际汽车
城项目、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大宗
物流产业园建设项目等与主导产业
相配套的关联产业项目不断涌现，产
业集聚的特征更加明显。

此外，集中开工的双汇第二工
业园高温火腿肠自动挑拣包装智能
化改造、颐海（漯河）食品有限公司
海底捞火锅底料生产等项目，见证
了漯河市“中国食品名城”的招牌更
加鲜亮。③9

本报讯（记者 李点）7 月 11日，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
会，围绕加强和改进地方人大工作及
省委人大工作会议前期调研情况交
流座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赵素萍出席会议并讲话，秘书长
丁巍出席。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
工作，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自觉用
新思想引领新实践，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

作，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领
导。要更加积极地担当作为，坚持真
抓实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要以开展主
题教育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
众的联系，高质量建设代表机关。要
加强上下级人大之间的联系，不断增
强人大工作整体实效。要全面加强
自身建设，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会上，12个省辖市人大常委会的
负责同志作了交流发言。③9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通讯员
花婷）7 月 10日至 11日，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舒庆赴新县调研公安基
层基础建设和脱贫攻坚工作。

舒庆先后来到章墩村警务工作
站、陈洼村警务室、吴陈河镇派出所、
新县公安局和锦绣花城社区，调研

“一村（格）一警”及社会治安防控工
作。实地查看和听取汇报后，舒庆指
出，要把“一村（格）一警”置于社会治
理体系和公安工作全局中统筹推进；
要积极为基层派出所“减负”，让基层

民警有更多精力为群众办好事、做实
事、解难事；要立足于管用和持久，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舒庆还到阮湾游客服务中心、
久久敬老院和脱贫户陈良志家中，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舒庆指出，要
转变作风，精准施策，扎实做好脱贫
后的巩固提升，做好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的政策衔接、机制整合和工
作统筹，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
坚实基础。③8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杨晓东）
7月 9日至 11日，副省长徐光到平顶
山、驻马店等地实地查看“四好农村
路”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提
升政治站位、狠抓责任落实，高质量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徐光指出，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的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是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
要持之以恒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
水平，把“四好农村路”建设成民生工
程、致富工程；要完善农村公路投资
建设新机制，为“四好农村路”建设提
供财力保障；要建立农村公路管护长
效机制，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
协调发展；要加强路域环境整治，促
进农村公路与沿线生态环境和谐共
生；要提升农村交通运输公共服务能
力，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③8

本报呼和浩特讯（记者 李悦）
7 月 12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的开赛
仪式在呼和浩特举行。国家民委
副主任郭卫平宣布开赛，河南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戴柏华与内蒙古自
治区相关党政领导一起出席了当
天的开赛仪式。

马上项目开赛仪式围绕“中华民
族一家亲 携手奋进新时代”的主题，
突出全国民族运动会盛大喜庆的氛
围和马术项目的特点，将体育竞技精
神、少数民族文化理念、民俗风貌、内
蒙古特色等贯穿于开赛仪式文艺演

出中，并以“体育大发展、民族大团
结、全民同参与、共圆中国梦”为文艺
演出的基调，充分展现了当地各族人
民喜迎八方来客的热情。

据介绍，马上项目比赛是第十一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首个开赛项
目。7月 12日至 17日举行的马上项
目比赛共设有速度赛马、走马、马上
拾哈达、马上射箭等 4 大项 11 个小
项。比赛共有河南队、内蒙古队等 9
个代表团报名参加，305 名运动员、
365匹马匹、13峰骆驼参赛。河南队
这次派出了 39人的队伍参赛，将参
加民族马术的全部比赛项目。③6

漯河79个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00亿元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
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座谈会

高质量推进“一村（格）一警”
和脱贫攻坚工作

持之以恒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马上项目开赛

7月 12日，孩子们在宝丰县大营镇牛庄村一处公园玩耍。近年来，宝丰
县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修建文化广场、绿地游园、文化景观墙等设施，打造
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景观。⑨3 张建新 何五昌 摄

□本报记者 孙欣

7月 11日一大早，洛阳市涧西区
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就一片忙
碌。审阅卷宗、联系涉罪未成年人的
法定代理人、通知法律援助机构……
精心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官们个
个忙得像陀螺。

临近午饭时间，记者终于采访
到了第五检察部主任杨丽霞。脸上
挂着微笑，眼神坚定而温和，佩戴的
检徽熠熠生辉，半个月前，她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获得全国“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殊荣。

“霞姐的故事，那可说不完。”见
到有人采访，检察官们争先恐后围
了上来，如数家珍。一个立体饱满

的员额检察官形象，深深地印在记
者的脑海里。

她，初心如磐。
1988年，21岁的杨丽霞走出大

学校园，迈进了涧西区人民检察院的
大门，从做书记员开始了她的检察工
作生涯。“一个案件不仅能改变当事
人的一生，还会影响他身边人的生
活。”杨丽霞立下誓言，“一定要忠诚
履职，对得起身上的检服。”31年来，
杨丽霞主办和参与办理案件4700多
起，涉案人员近万人，均事实清楚、证
据充分、定性准确，无一差错。

她，心细如发。
一件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麦某

眼神飘忽，支支吾吾。疑窦丛生的杨
丽霞多次会见麦某，讲法律、说道理，
还给麦某送去一件保暖衣，感动不已
的麦某失声痛哭，不仅主动交代了自
己盗窃的犯罪事实，还提供了其他犯
罪嫌疑人的犯罪线索。12名犯罪嫌

疑人悉数落网，杨丽霞也因此被最高
人民检察院荣记一等功。

她，拼劲十足。
一件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中，面对犯罪嫌疑人众多、被害人
多、涉案金额大、卷宗材料多的案情，
杨丽霞和同事们耐心向受害人解释，
连续多天吃住在办公室，翻阅卷宗
200多册。吃透了案情，捋清了证据，
原本杂乱无章的犯罪事实逐渐清晰起
来，她的嗓子却嘶哑得说不出话来。

她，爱心满满。
一件故意伤害案中，罪犯余某服

刑入狱后，其妻子远走他乡，留下一

个 8 岁的孩子小余和奶奶相依为
命。下班途中，杨丽霞看到小余在大
街上捡垃圾，心疼不已。除了为小余
捐款捐物，杨丽霞还多方协调，帮助
小余办理了入学手续。

她，柔情似水。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为了更好

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在
杨丽霞的带领下，该院成立了“牡丹
心语”工作室，倾心打造了以检察机
关为主导，以企业、社区、学校、心理
协会为依托的未成年人“五位一体”
观护帮教体系。截至目前，她和她的
团队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和救助未成年被害人700余人，孩子
们亲切地称杨丽霞为“杨妈妈”。

“我喜欢孩子们这样叫我，它让
我感到有无尽的真情，无穷的力
量。”杨丽霞自豪的话语里透露出对
工作的无限热爱。③3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何可 河
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7 月 9
日以来，省委宣传部和省政府国资
委组织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
进模范事迹巡回报告团第一组成员
先后走进安钢集团、郑煤集团、河南
交通投资集团、河南省机场集团、河
南物资集团进行巡回报告。王百
姓、陶留海、李江福和龚廷民四位先
进模范先后报告了自己的先进事迹
和感悟，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内涵作了深刻的诠释。

巡回报告中，省公安厅原副巡

视员王百姓出生入死的排爆经历扣
人心弦，赢得听众一次次热烈掌声；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输电
检修中心带电作业技术专责陶留
海，分享了自己从一名普通学生成
长为全国特高压输电运维领域专家
的奋斗经历，他坚守“人民电力为人
民”和“守护万家灯火”的初心，扎根
基层、爱岗敬业，让在场听众对“社
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有了更深刻的
感悟；河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李江福严格要求所建工程的
质量，始终用“盖楼像做人一样要坚

守诚信”“信任千金难买”来约束自
己，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党员干部应
坚守崇高的价值观念，得到广大听
众的由衷认同；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有限公司设计研究总院特种掘进机
分院副院长龚廷民介绍了他将振兴
民族工业作为职业梦想，负责研发
的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填补了国内
外空白的故事，诠释了新时代科技
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

报告会在省管企业干部职工中
产生强烈反响。安钢集团总经理刘
润生表示：“榜样是行动的标杆、前进

的动力。我们要自觉对标先进典型，
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在
企业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
风尚，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安钢发
展高质量，奋力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郑煤集团（河南）白坪煤
业有限公司调度室技术主管刘广坛
对记者说：“几位先进模范的报告非
常精彩和感人。在生活逐渐富裕、思
想日渐多元的今天，‘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帮助我们解决好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补足精
神之钙，蓄积前行动力。”③9

绚丽霞光映检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进模范事迹报告团走进省管企业

“榜样是行动的标杆、前进的动力”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普通老百
姓对这个名词可能还不熟悉，但是，开
展跨境电商业务的电商、支付、物流等
各类型的企业或个人，却因为“单一窗
口”，省去了分别要到十余个部门进行
数据申报的复杂流程。

“双 11”“6·18”，电商业的每次大
促背后，都有“单一窗口”的业务保障。

对于做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来说，
“单一窗口”有多方便？数据很能说明
问题：2019年上半年，河南“单一窗口”
主要业务应用率达80%以上。

1月至 6月，“单一窗口”完成跨境
电商业务5451万单、货值70.4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38.9%、16.2%；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完成业务92万票，是2018年
的 4.6倍；空运舱单申报 60万票，空运

运输工具申报 1.2万票，覆盖率稳定在
80%以上；原产地证书申领3370件，同
比增长428%；税费支付等其他业务量
增长迅速，共计申报7.6万票。

“我们的业务覆盖的不仅仅是菜
鸟、云集、京东、亚马逊等国内、国际
龙头电商，也包括瑞贝卡、郑欧商城
等本土企业，更重要的是，现在几乎
所有从事跨境贸易的中小企业都选
择了使用‘单一窗口’。”7月 11日，河
南电子口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单一窗口”最大的好处是“减环
节”，由“串联”变“并联”，实现了企业业
务一站式办理。河南汴欧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长吕波对“单一窗口”功能
赞不绝口。在吕波看来，“单一窗口”从
物理窗口到线上办理，企业“一网速
达”，有效提高了办事效率；实行免费申
报制度，为企业提供无差别、均等化政
务通关综合服务，也实实在在增加了企
业的获得感。

据了解，目前我省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已实现了由以服务跨境电商为主
向服务一般贸易、加工贸易等多种贸易
形态的拓展，当前平台已上线应用功能
50个，基本覆盖了口岸大通关全流程；
在承载能力方面，河南“单一窗口”日承
载能力由原来的2万至3万单提升至当
前的300万单，峰值时可承载、处理800

万单，充分满足了全省企业的通关需
求；在覆盖范围方面，实现了全省功能、
业务、区域的全覆盖。③8

从以前企业需穿梭于多个部门提

交单证，到现在可以“足不出户、一键搞

定”，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人员

少跑腿”，“单一窗口”切实有效提升了

我省通关便利化水平。河南“单一窗

口”服务我省跨境电商业务做大做强，

是“网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服

务郑州机场开通全货运包机，助力郑州

打造“空中丝绸之路”；支撑我省中欧班

列打造连通欧亚、辐射全球的“陆上丝

绸之路”，已经成为我省打造内陆地区

制度创新高地、促进国际贸易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平台支撑。③8

买卖全球“一窗”通关
带你体验河南营商环境 ⑥

■记者感言

7月 8日，由河南郑州始发，满载450多名游客的旅游列车驶进新疆哈密，这是今年第25列旅游援疆专
列。河南援疆前方指挥部不断加大旅游援疆力度，先后与当地政府一道组织开展了“万人游哈密”“豫哈丝
路行”“豫哈情·丝路行”等主题活动。2018年组织旅游援疆专列 69趟，输送游客 44840名，有力推动了哈
密的旅游产业发展。⑨3 蔡增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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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品尝葡萄干（7月10日摄）。

游客在哈密木卡姆景区参观（7月10日摄）。

一个案件不仅能改变

当事人的一生，还会影响他

身边人的生活。一定要忠诚

履职，对得起身上的检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