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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0 日，央视《新闻联

播》报道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情况。

报道指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中，河南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
密结合本省实际，坚持奔着问题去，深
学真查实改，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河南省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聚精
会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牢扎根
群众这个支撑点，推动党员领导干部转
变作风，沉到基层、融入群众，找准并解

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截至目前，河

南省第一批主题
教育单位检视问
题 6585 个 ，其 中
已立行立改 2921
个，其余的也在重
点 跟 踪 、逐 项 整
改。②39

本报讯（记者 屈芳）8月 20日，全省农村
教师住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农村中小学教
师热切期盼的周转宿舍、保障房建设迈出了
重要一步。

省长陈润儿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强
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下决心改善农
村教师住房保障条件，让广大农村教师住有
所居安心从教。

“兴豫必先兴教，兴教必先强师，强师必
先安心。”陈润儿指出，切实改善农村教师住
房保障条件，对于河南这个人口大省、教育大
省夯实义务教育根基、补齐农村教育短板意
义重大，是落实总书记指示的实际行动，是推
进教育强省建设的迫切需要，是广大农村中
小学教师的热切期盼，是各级政府应该承担
的政治责任，要以长远眼光、大局意识和坚定
担当，把这项德政工程抓实抓紧。

陈润儿强调，要认真落实农村教师住
房保障政策，确保好事办好。在保障对象
上，要摸清底数，注重突出重点、解决急需、
稳定队伍、兼顾公平；在运作机制上，明确
周转宿舍由政府投资建设，保障房按照集
中式建设、市场化运作、政策性优惠统筹推
进；在减免收费上，行政性收费能免就免、
能减就减，降低建房成本；在住房价格上，
要确保让教师得到实惠。

陈润儿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农村教师
住房建设作为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内容，科学规划布局，坚
持建设标准，加强协同配合，做好宣传引导。
要带着感情、用心去做，以实际行动践行服务
人民教师的初心，体现优先发展教育的使命。

江凌作具体工作部署并作总结讲话，徐
光出席会议，霍金花主持会议。新乡市、信阳
市、兰考县、遂平县作了发言。

会上讨论了《河南省农村教师周转宿舍
建设实施方案》《关于做好河南省农村教师住
房工作的指导意见》。③5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8 月 20
日，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邀请省
政府及相关部门、部分省辖市政协负
责同志、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党派代
表等，围绕“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助推我省乡村振兴”开展协商座谈。
省政协主席刘伟，副省长武国定，省
政协副主席李英杰和秘书长王树山
出席会议。

刘伟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
项重大决策，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

文明和谐。要从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动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高度，充分认识
加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大意义，把
中央这一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有力措
施，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高度
重视、亲力亲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要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精心搞好规
划，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努力提高人
的素质，建立有效管护机制，认真破解
热点难点问题，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长效化、精细化、规范化，（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冯芸）第十一届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
工作已进入全面实战演练阶段。8
月 20日，省委副书记、筹委会常务副
主任喻红秋到郑州市奥体中心观摩
点评开幕式综合测试演练情况，强
调要以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追求
完美必胜的姿态，全心全力、决战决
胜，确保民族体育盛会安全出彩圆
满成功。

此次演练是第十一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筹备工作启动以来第一次全
要素演练。喻红秋等来到郑州市奥

体中心安保指挥部，全方位检验人员
组织、车辆集结、道路保通、应急处置
等筹备工作落实情况。随后，执委会
和有关指挥部汇报演练情况及存在
问题、整改措施。

喻红秋指出，举办好这次运动会，
是中央交给我省的光荣政治任务，是
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重托。要站
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
识办好这次运动会的重要意义，高质
量、高水平完成筹备工作，努力举办一
场安全、出彩的运动会，（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卢松 尹海涛

“巡察组来了就是不一样，让我们
住上了期盼已久的新房。”最近，杨希
义逢人就夸。

老杨今年 68岁，是鹤壁市淇滨区
九州路办事处大赉店社区居民。2012
年，为支持城区建设，老杨家的旧房被
拆，原计划 2年内可搬进回迁房，但开
发商资金紧张，老杨一等就是 6 年。
直到去年 11月巡察组进驻，这个延期
的民生项目才得到妥善处理。

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如
天。全省各市县党委巡察机构巡察村
（社区）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群众关心什么、对什么不满意，
就重点巡察什么、纠正什么，着力发现
和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
正之风，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巡察带来
的实实在在变化。

清除政策落实的“拦路虎”

低保涉及千家万户，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是一项备受关注的民生工程。平
舆县委第六巡察组近期对庙湾镇郑楼村
和代关庙村开展脱贫攻坚专项巡察时发
现，有些村干部优亲厚友，为其亲属违规
办理低保，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巡察组立即与相关村干部逐一谈
话，并向庙湾镇党委下发整改通知书，
要求对存在的低保突出问题立行立
改。个别谈话后第二天，两个村的6名
村干部主动向组织承认错误，他们分别
受到处分。违规领取低保金的 7人也
很快将钱退回，并申请取消低保资格。

“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救命钱’，
‘一分一厘’都不能乱发，村干部更不能优
亲厚友。”平舆县委巡察办主任闫建明说，

“让制度‘长牙’、纪律‘带电’，一旦触及法
纪红线，必然会受到严肃的责任追究。”

在基层，低保资金、救济金、粮食
补贴等群众的“保命钱”和“口粮钱”，
存在被滥用的突出问题。雁过拔毛、
以权谋私、优亲厚友、虚报冒领等现象
层出不穷，群众意见很大，反映强烈。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李虎成 赵同增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7月 6日，2019年中国氮肥、甲醇
技术大会在驻马店市隆重召开。会
上，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心连心公司”）荣
获“氮肥、甲醇行业节能减排先进单
位”；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金及新乡
合成氨事业部四分公司总工肖建华
获得先进个人荣誉称号；尿素高温调
节水余热利用技术研究项目被评为

“2018 年度氮肥、甲醇行业技术进步
二等奖”。

7月 25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在辽宁营口组织召开“2018年

度石油和化工行业能效‘领跑者’发布
暨节能技术交流推广会”。会上，心连
心公司在以无烟煤为原料的合成氨生
产企业中排名第一，第八次摘得合成
氨行业能效行业“领跑者”桂冠；在以
烟煤（包括褐煤）为原料的合成氨生产
企业中同样排名第一，连续三年保持
水煤浆工艺能效“领跑”。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王平彪及新乡合成氨事业部环
保管理部能源主任赵金海获得“节能
优秀管理者”荣誉称号。

两个行业盛会，两次满载而归。
这是整个行业对心连心公司在节能增
效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认可，也是心
连心公司 50年追求绿色繁荣发展应
得的褒奖。

实现超低排放，建成“绿色
工厂”

一提到化工企业，相信不少人第
一时间会想到刺鼻的气味、弥漫的粉
尘和污浊的水体——在人们的印象
中，化工行业始终与高污染、高能耗相
伴相随。

可走进位于心连心公司的生产厂
区，果园、草坪、绿化树……入眼到处
是绿意葱茏，空气中浮动着大叶女贞
和夹竹桃的花香，污水处理终端蓄积
的清澈水流里，各色锦鲤在欢快游动，
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环境优美、设施
完善的城市游园。

“去年10月，心连心公司新乡和新
疆两个生产基地，同时被工信部评为国
家级‘绿色工厂’。”心连心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刘兴旭自豪地对记者说，第三
方资质评价机构对心连心公司绿色工厂
建设中的87项指标进行了逐一核查，共
收集支撑性证明材料161项。经过全面
的综合评价，心连心绿色工厂最终评价
得分95.4分，该成绩的获得充分证明了
心连心公司具备了极高的绿色化程度。

据了解，“绿色工厂”是绿色制造
体系的核心，重点在生产过程的绿色
化，对工厂建设的集约用地、洁净生
产、废物资源化利用、低碳能源应用等
有很高的要求。心连心公司长期坚持

“低成本、差异化”战略，在标准排放的

基础上，连续拉高标杆，不断加大在节
能、环保方面的投入，对气味、粉尘和
污水“严格把关”，实现超低排放、绿色
生产，同时对厂区环境全面美化，最终
达到了“绿色”标准。

“绿色”缘于“律己”。十几年前，心
连心公司就开始自觉坚持高标准、高投
入的原则做环保。制定了比国家标准
更严格的企业内控标准，污染物排放比
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还要低 30%到
50%，最大限度减少污染物排放。

为达到这一目的，心连心公司充
分利用中国氮肥工业（心连心）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科
技研究平台开展清洁生产技术研究和
优化，累计实现授权专利 152项，其中

发明专利 27项，参与制定了节能减排
方面的 2项国家标准、1项行业标准和
5项地方标准。

而心连心公司在减排降耗方面的
投入，更可谓“不惜血本”。用于节能
环保技术创新和设备升级的资金累计
超过 10亿元，占企业利润的 40%。心
连心公司的巨额投入，也得到了巨大
的回报。2012年以来，心连心公司累
计节约标准煤超过 25万吨，尿素制造
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 16%，在全国
化肥行业普遍亏损情况下，仍然保持
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2018年营业收
入97.3亿元，实现利润总额8.72亿元，
税后净利润7.54亿元。

（下转第五版）

心连心50年：满眼绿色好风景
——心连心筑梦辉煌系列报道之三

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展情况

河南：干部转作风 畅通“连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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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关心什么，就重点巡察什么
——我省市县巡察向村（社区）党组织延伸调查（中）

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刘伟出席并讲话

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言献策
助推我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喻红秋观摩点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综合测试演练情况时强调

全心全力 决战决胜
确保盛会安全出彩圆满成功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开幕还有18天

距离

迎民族盛会 庆70华诞

·

□本报记者 陈学桦 胡舒彤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敢干实干
“糠包村”芝麻开花节节高

循着黄河北岸的一条公路，穿过
数个村庄集镇，记者眼前一亮：整齐
有序的厂房、川流不息的车辆、拔地
而起的楼房、花团锦簇的广场……眼
前的一切与周边环境的巨大反差，让
人有种从乡村到都市的错觉。

没错，这就是“都市”！这是有着“乡
村都市”美誉的武陟县西滑封村——
村民居住有楼房、健身有广场、退休
有工资、看病有保障……

时光回溯到60年前，“一头毛驴三
条腿，一眼机井没有水，一亩不打半石
粮，一年糠菜难顾嘴。”这首民谣，正是
西滑封村当年贫穷境况的真实写照。

“苦干不苦熬，敢干不蛮干，不改
变西滑封的穷面貌，我死不瞑目。”
1959 年，31 岁的王在富挑起了村党
支部书记的重担。

从小鸡作坊、酱醋作坊、榨油作
坊，到酒厂、罐头厂、印刷厂，再到电缆

厂、方便面厂、造纸厂，西滑封村的村
集体企业如滚雪球般越做越大、越做
越强，并于1991年组建了全省农村首
家集农工商为一体的集团公司——黄
河集团公司，成为我省农村村集体经
济发展的一面旗帜。

随着村企发展壮大，村民们的生
活质量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8月17日，走进西滑封村小区润丰
园游园，村民李素英指着身后那栋曾被
誉为“中国农民第一楼”的16层高楼告
诉记者，“我们现在住的已经是村里的

‘第四代’房子了，里面装有中央空调，

四季如春，日子过得是越来越滋润。”
土坯房、2层独立小楼、6层村民住

宅楼、16层高楼……村民住房随着时
代变迁而发生的变化，正是西滑封村摆
脱贫困、迎来愈加美好生活的缩影。

转型发展
“小康村”村企活力充沛

位于西滑封村的斯美特食品有
限公司出产的“思圆”方便面承载了
不少人的记忆。

“圆圆的月亮，圆圆的脸，圆圆的
碗中是思圆方便面……”一个简约而
富有情感冲击力的电视广告，曾叫响
大江南北，一夜之间，人们记住了思
圆方便面产自“斯美特食品”。

“斯美特总厂在西滑封，同时在陕
西、湖南、吉林、周口设有四个分厂，产品
销售覆盖全国，并出口俄罗斯、朝鲜等国
家，产销量已跨入全国五强。”8月16日，
在斯美特食品工厂体验馆，身穿白大褂
工作服的西滑封村党委书记、斯美特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有利对记者说。

作为村办企业，斯美特为何有如
此强的生命力？

“分两期拿出20%的股份，出让给
中层管理者和工厂里的村民。”王有利
说，村民变股民，成了企业的所有者，
获得感增强了，干劲自然就大了。

西滑封村原有企业是清一色的集
体企业，在特殊年代靠着“不怕苦、不怕
累”的干劲、“人心齐、泰山移”的精神，
创造过辉煌。但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
汹涌而至，吃“大锅饭”、跳“集体舞”等
弊端日益显露，企业渐渐失去了发展活
力和创新能力，走到了生死关口。

（下转第五版）

与时俱进砺初心
——再访西滑封 解码“糠包村”巨变

2005年 1月 20日，本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永

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报道了武陟县西陶镇西

滑封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在富，自 1959年带领乡亲们大力兴办集体企

业，探索“以工养农、兴工富民”的发展模式，把一个“糠包村”变成全省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一面旗帜的辉煌历程和动人故事。

时空跨越六十年，西滑封村发生沧桑巨变，但历任村干部为老百

姓谋幸福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西滑封人在乡村

振兴道路上砥砺前行。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走进西滑封，感受这座豫北

小村庄焕发出的生机与活力。

核心提示

航拍下的西滑封村。宋祖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