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要闻更多内容详见

·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

HENAN DAILY

第24779号
今日4版

中共河南省委机关报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 41—0001 邮发代号：35—1

2019年8月 日
星期六 己亥年七月十七

17

老
城
区
﹃
腾
笼
换
鸟
﹄
焕
发
转
型
活
力

濮
阳
县

产
业
扶
贫
提
升
﹃
造
血
﹄
能
力

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实践者说

老城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腾笼换鸟”，不是简单地

搬走老企业、引进新企业。我们重点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让传统产业开新花、新兴产

业结硕果、老城焕发新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老城区委书记牛刚

实践者说

让贫困户稳定脱贫，走上致富路，关键要靠

产业支撑。要培育农业产业化集群，促进农村三

次产业深度融合，完善贫困群众利益联结机制，以

提质增效促增收。

——濮阳市副市长、濮阳县委书记张宏义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22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王敏 乔永峰）8月
8日，在洛阳市老城区天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市民马晓
婷高兴地说：“大家在园区可以游泳、健身、看电影，还
可以到阅读馆看书、喝咖啡，惬意地度过一段慢时光。”

天心文化创意产业园原址为洛阳建筑工程机械
厂。2016年企业外迁后，老城区把厂区的 10栋苏
式主厂房、2栋办公楼和若干功能性建筑保留下来，
通过招商引资“腾笼换鸟”，打造成了集文化、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产业园，可吸纳就业
3000多人。

作为洛阳市最早的建成区，老城区按照中央、省
委精神要求，围绕该市“五大主导产业、六大新兴产
业、五大特色产业”现代产业体系，立足区情、科学谋
划，积极探索一二三产业全面转型，着力破解用地指
标短缺、文物保护制约等发展难题，持续推动转型发
展、高质量发展。

在农业转型上，该区瞄准“特”“绿”“智”，大力发
展牡丹特色产业和绿色农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田园综合体；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合作，（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孙
新宇）8月 16日上午，郑州市安信假
日酒店一楼大堂，一群身着印有“河
南”字样蓝色运动服的青年人登记
入住，他们是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河南中华
射艺队队员。

根据安排，本届运动会河南省
竞赛项目队伍和表演项目队伍于
当天在郑州集结，此后将进行 20天
左右的冲刺训练，并提前适应比赛
场地。

“我们中华射艺队有 6 位汉族
队员，其余 13位队员由回族、满族
和傈僳族等少数民族队员组成。从
4月上旬我们开始选拔队员、组建队
伍，并有计划地进行了射艺理论学
习、表演动作学习、队员动作指导、
整体节目编排等训练。集训中我们

将邀请专业人员进行指导，同时加
强整体配合的训练和动作细节的抓
取，努力取得质的提升。”河南中华
射艺队教练吕家灿说。

据介绍，参加本届民族运动会
的河南省在册运动员共有 435 人，
除民族马术运动员 37 人外，其余
398 人全部来到郑州进行集中训
练。在 20天的冲刺训练之后，将于
9月5日赴代表团驻地报到。

“很多运动员从今年春节就开
始备战，训练非常认真刻苦，我们有
信心取得优异的成绩。同时，我们
希望利用好本届民族运动会这个大
平台，促进各民族运动员之间的相
互了解、交流与学习，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之
间的交流与融合。”河南省民委民族
一处副处长张运涛说。③9

河南代表队吹响集结号

本报讯（记者 冯芸）8月 16日，省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扩大）报
告会。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邀作“不
忘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专题报
告。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省
政协主席刘伟出席报告会。

报告会上，徐焰从“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决定了我们党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革命战争环境中党形成了艰苦奋斗等

优良作风，执政掌权后如何保持优良传
统面临新考验，改革开放后实现历史性
转变促进了经济腾飞，为“两个一百年”
目标奋斗、努力实现“中国梦”等方面，
回望了中国共产党98年的奋斗历程和
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艰苦奋
斗、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创造
一个个奇迹背后的成功密码。

聆听报告的与会同志认为，报告主

题鲜明、内容丰富，听后很受启发、很受
教育，对于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大家一致表示，
坚守初心使命的最好方式，就是传承
好、发扬好党的优良传统。要牢记我们
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实现好、发展
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
不移走好群众路线。要把学好党史、新

中国史作为每一位党员的必修课，知史
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明智、知史担责，
把稳精神之舵、传承红色基因，不断把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江凌主持报告会。省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全体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机
关正厅级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在郑省管企业和高等院校党委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报告会。③8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扩大）报告会
听取“不忘革命初心，传承红色基因”专题报告

本报讯（记者 樊霞）省统计局 8 月
16日发布数据显示，我省前 7个月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工业效益改善，民间投资
增速持续回升。

数据显示，前 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同比提高0.5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
点。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
润总额增长6.8%，比前 5个月提高0.3个
百分点。

我省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
中，投资和消费运行稳定。固定资产投
资平稳增长，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升。
1—7 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
户）同比增长 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6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长5.4%，
比 1—6月份提高 1.6个百分点，增速自 3
月份以来逐月回升。

市场销售持续扩大，农村消费增长
快于城镇。7 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749.65亿元，同比增长 9.5%，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9 个百分点。其中，
限额以上单位按经营所在地分，城镇消
费 品 零 售 额 472.3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1.89亿元，同
比增长 12.1%。前 7 个月，全省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12759.60亿元，同比增长
10.5%。

前 7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3%。③4

前 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升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8 月 16 日，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公布了本
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获奖作品，分别是：
《人世间》（梁晓声）、《牵风记》（徐怀中）、
《北上》（徐则臣）、《主角》（陈彦）和《应物
兄》（李洱）。

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根据茅盾先生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
说创作、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
而设立，每4年评选一次。

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李
洱为河南籍，1966 年生于河南济源，
著有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
桃》等多部作品，曾获第三届、第四届

“大家文学奖”（荣誉奖），首届“21 世
纪鼎钧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
奖”。

《应物兄》是李洱经过 13年锤炼推
出的长篇作品。作者在小说中虚构了

“济州大学儒学研究院”的筹建，借鉴经
史子集的叙述方式，展现了 30 多年来
几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精神轨迹。
去年 12 月，《应物兄》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

截至目前，从作家出生地来看，河南
已经有 9位茅盾文学奖作家，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他们分别是：魏巍、姚雪垠、李
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李佩
甫、李洱。③8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 通讯员
李汉林 张天伟）8月 15日上午，记者
来到舞阳县九街镇罗张村，只见大小
道路干干净净，自来水管道和天然气
管道也都铺进了农户家。“现在，咱农
村的条件是越来越好了！”正在家门
口修理电动车的贫困户张西乾说。

其实3个月前，罗张村还是道路
坑洼、杂草丛生。今年5月上旬，漯河
市委书记带队进行的一次暗访，“催
化”了这个村的变化。“村里新修了
21条道路，新整理土地20多亩，村集
体也增收七八万元……”该村党支部
书记张晓伟如数家珍。

“一次现场暗访，比开十个会都
管用。”秉持这样的理念，漯河市实行
会议报备审批制度，部门召开的全市

性会议，必须先报备，经批准后方可
召开；建立健全市委、市人大、市政
府、市政协秘书长（办公室主任）联席
会议制度，统筹安排全市性会议；坚
持周一“无会日”制度；认真落实“八
不开”负面清单，对时间相近、内容关
联的会议，坚持合并或套开。今年1
至 7月，漯河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
次数较2018年同比缩减38.6%。

在破除“文山”上，漯河市制定了
“十不发”负面清单和“五退文”工作制
度，大幅削减文件，严格控制文件字
数，提高文件质量。市委、市政府出台
的政策性文件，均不超过4500字。今
年1至7月，漯河市委、市政府印发文
件数较2018年同比减少36.6%。

为确保中央、省委破解“文山会

海”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漯河市还从
长效机制入手，建立三级会签把关、日
常监测预警等制度，加强过程监控。

在督查检查考核上，漯河市实施
“准入制”，大力压减归并。今年1至7
月，漯河市先后进行9次集中督查检
查考核，同比减少87.8%。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
场，加大暗访暗查力度，这效果比开
十个会还管用。”漯河市委主要领导
说。今年以来，漯河市组织开展了重
点项目建设、脱贫攻坚等 40多次暗
访暗查，有力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落
实。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固
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境外资金等主
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全省前列。③9

漯河市力破“文山会海”为基层减负，前7个月

市级会议和文件减少三成多

李洱获第十届
茅盾文学奖
豫籍茅盾文学奖作家达9位
数量居全国第一

近年来，方城县赵河镇实施河道治理和生态林建设工程，实现了“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生态目标。河道两旁，每天清晨和傍晚，人们时常会看到白鹭齐
飞、野鸭嬉戏，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图为8月15日拍摄的赵河湿地公园。⑨3 孟向东 刘卫锋 摄

□本报记者 谭勇

今年 8月初省政府部署深入开
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
庆”行动以来，11家省安委会成员单
位实行集中办公，负责全省“防风
险、除隐患、保平安、迎大庆”行动的
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和统一督办，各
地各部门各单位紧锣密鼓推进各项
工作，吹响了专项行动“集结号”。

这 11 家集中办公单位分别为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公安厅、省住
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
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自然资源
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林业局、省消

防救援总队、河南煤矿安全监察
局。此外，省教育厅、省民政厅、省
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能源局也
根据各自职责，参与专项行动的指
挥协调。

集中办公按照“五统一、五加
强”的机制运作，即实行统一安排部
署、统一方案实施、统一集中办公、
统一集中交办督办、统一约谈曝光

“五个统一”，做到加强组织协调、加
强清单管理、加强宣传引导、加强信
息平台建设、加强纪律建设“五个加
强”。

在集中办公之前，我省危化和
非煤矿山专项行动已经先期开展。

省应急管理厅组织 18 个危化企业
专家服务团、7个非煤矿山专家帮扶
团深入全省各地开展服务帮扶。截
至 8月 16日，危化企业专家服务团
已交办重大隐患 152 条，下达限期
整改指令书 168 份、现场处理措施
决定书 30份，停产整顿企业 35家，
提请关闭取缔企业 1家。非煤矿山
方面首轮帮扶共排查 58 个生产系
统，查出隐患 259条，其中重大隐患
8条，下达执法文书 54份；排查尾矿
库 16个，查出隐患 68条，其中重大
隐患2条，下达执法文书12份。

其他行业领域专项行动也在扎
实开展。煤矿安全方面，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持续开
展煤矿瓦斯防治和防汛专项监督检
查，指导煤矿企业加强安全“双重预
防体系”建设，组织瓦斯治理“三化一
工程”专题培训。（下转第三版）

专项行动“集中办公”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本报讯（记者 王映 通讯员 赵少辉）8 月 16
日，还未走进濮阳县郎中乡支寨村村民支国体家中，
沁人心脾的花香就已“出门迎客”。黄白色的金银花
花蕾已晾晒好，在院内被码放成一格格“小花田”。

“俺从金银花里刨出了‘金银’！”曾经的贫困户支国
体如今满脸喜色。

支国体与妻子都身有残疾，在扶贫干部的帮助
下，他加入濮阳县种植金银花的“产业大军”，去年收
入 5万多元。脱贫后的支国体反倒更忙了：利用小
额贷款、到户增收资金，20余户金银花种植户打算
建起合作社，支国体成了“主力军”。

“肯出力流汗，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支国体的
底气，正是濮阳县以产业支撑提升脱贫成效的写照。

濮阳县曾是省级贫困县，也是我省“三山一滩”
扶贫开发重点区域。近年来，该县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打好精准识别、产业扶贫、
金融扶贫、就业创业、基础设施提升和政策兜底等

“六大硬仗”，今年5月实现了高质量脱贫摘帽。
（下转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