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

●● ●● ●●

这批“夏商周断代工

程”资料一共有 159 件，

既包括《关于成立“夏商

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通

知》《夏商周断代工程可

行性论证报告》等相关会

议通知、纪要和工作简

报，又有工程的进展汇

报、调查成果清单、相关

论文等，呈现方式为档案

文书、音像制品和书籍。

要闻│032019年 10月 17日 星期四
组版编辑 王昺南 美编 王伟宾

关注二里头 走近“最早中国”

□本报记者 王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的思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
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
故，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商丘市如何贯彻落
实十九大精神，全面压实各级安全责
任，深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
行动？10月 15日，本报记者对商丘市
市长张建慧进行了专访。

张建慧说，商丘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行动，
不断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周密组织、
狠抓落实，集中办公、加强协调，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有效防范和遏制了各
类事故发生。一是强化工作责任。强
化党政同责，自“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行动开展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
学习贯彻《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全面压实各级领导的
安全责任，将市政府安委会调整为市
安委会，将安全生产职责写入各行业
管理部门“三定”规定，全面落实“三管
三必须”，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
的责任体系。二是强化严格执法。聚
焦生产安全、度汛安全、消防安全、城
市安全、食药安全等重点领域，严格执
法执罚，着力化解重大风险，治理重大
隐患，以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最
实的作风和最严格的执法倒逼企业主
体责任落实，确保实现“一杜绝三下
降”目标。三是强化组织实施。为深
入开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安”行
动，商丘市成立了市、县和行业部门行

动领导机构，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带头带
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市安委会组织
20个重点行业部门集中办公，配备了
办公设备，建立健全了工作制度和督
办督查制度，印发了四个“清单”，统一
调度集中行动，严格落实日会商、周协
商、月通报制度。组织重点部门集中
攻坚，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
重实效”的执法原则，坚持查除并重、
严肃问责。四是强化隐患排查。扎实
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重大风险评估、规
模以上企业集中整治、危险化学品专
项治理等工作，针对重大风险隐患、事
故案件持续开展清零行动，严格防范各
类事故发生。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商
丘市共检查企业10438家（次），排查一
般隐患 8892 项，已整改 8528 项，整改
率 95.91%，排查重大隐患 3项，已整改
3项，整改率 100%；停产整顿 31家，暂
扣吊销证照 2个，关闭取缔 1家，查封 1
家，下达整改指令2253份。

“安全生产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须臾不可放
松。”张建慧表示，下一步，商丘市将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动力，落实中央和省委先学先改要
求，紧紧围绕“防风险、除隐患、保平
安”这条主线，落实“五有五坚持”要
求，坚持标本兼治、坚持严管重查、坚
持严格执法、坚持铁腕治理、坚持完善
机制、坚持实战演练，持续推进风险隐
患双重预防体系建设，提高应急救援
能力和救灾减灾水平，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良好的安全
生产环境。③9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王雪娜）二里头夏都遗址博
物馆开馆在即，大量文物开始布展入
柜，其中部分珍贵资料和文物来自社会
各界的捐赠。

10月 16日，记者从洛阳市文物局
获悉，日前，“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
公室将一批“夏商周断代工程”珍贵资
料移交至该馆，将在该馆展出。

据悉，这批“夏商周断代工程”资
料一共有 159 件，既包括《关于成立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通知》
《夏商周断代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等
“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关会议通知、纪
要和工作简报，又有工程的进展汇报、
调查成果清单、相关论文等，呈现方式
为档案文书、音像制品和书籍。这些
资料翔实记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
目的进展过程，其中有不少关于二里
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相关研究成
果。此外，还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倡
导者宋健和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仇士
华、李伯谦、席泽宗等之间的私人来往
信件。

今年 8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获赠二里头遗址发现者、史学家徐旭生
的手稿、书信，以及著名考古学家、中国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遗址
首任考古工作队队长赵芝荃的一批珍
贵遗物。

“展陈设计中，二里头遗址 60年来
的考古历程也将作为重要展出内容。

博物馆获赠的这批珍贵资料，将对展陈
起到重要补充作用。”二里头夏都遗址
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外，为支持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的基本陈列展览，蚌埠市博物馆特地
向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提供了灰陶
鼎、陶盉、陶罐、陶甑等 16件禹会村遗
址出土的典型器物，对研究夏代前期历
史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 60年，
出土了大量文物。考古人员对二里头
遗址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对
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
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
问题都具有参考价值。③5

□本报记者 李虎成 陈学桦 郭戈 代娟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秦川

晚饭后，家住新乡市东区的市民
吴向华喜欢和家人出去走走。沿着
小区旁边的赵定河步道信步而行，两
岸丛生的各色灌木及花草，不远处的
亭台，以及灯光映衬下流光溢彩的水
面，都让人心旷神怡。而在3年前，这
里还是一条又脏又乱的废弃排水沟。

新乡市内有卫河、赵定河、共产主
义渠、人民胜利渠等，河渠纵横，水系
丰富。近年来，该市打造的“五湖、四
河、两渠”生态水系网络，已成为连接
城市水系、贯穿整座城市的绿色走
廊。按照建设公园城市的理念，该市
正在推进建设182.4平方公里的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城，规划建设大、
中、小型公园共225个，让“绿”“水”融
城，促进城市建设和城市品质提升。

“新城增气质，老区添颜值”。在
新乡市老城区，则按照“盘活老城、功
能置换、细微修缮、绿色循环”的规划
理念，于细微处更新改造，既擦亮“面
子”，又充实“里子”，悄然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新乡市通过雨污分流、弱电
入地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区域风
貌、功能、管理、服务和业态，治理城
市“污、堵、脏、差”，实现“微提升”；通
过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双替代”等，

完成沿街外立面改造和路面铺设，实
施“微改造”；通过“拆墙透绿”“见缝
插绿”“增绿补绿”，美化变电箱，建设
小游园，打造“微景观”。

新乡市将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机融合，尤其是
在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后，全面完
善城市管理体制机制，由以环境治理
为主向以精神价值提升为主转变，由
以行为约束为主向以道德自觉为主
转变。新乡市通过在社区实行志愿
服务“文明积分”管理制度、1029个老
旧小区与各级文明单位实现一对一
分包等措施，让市民切身感受到“城
市因提质而靓、生活因提质而美”。

而在焦作市，站在迎宾路大沙河
桥上向东西两侧望去，河面碧波荡
漾，鸟儿翱翔，粉黛乱子草、波斯菊等
名贵花草盛开，市民在大沙河七星园
尽情游玩。

从老百姓提起就摇头兴叹的“臭
水沟”，到被誉为焦作“母亲河”的旅游
网红打卡地，这条河好似一个缩影，生
动讲述着焦作百城建设提质暨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年来，焦作市围绕“四篇文章”
“城市四治”以及“规划、建设、管理、经
营”四个高质量等要求，注重把精益求
精、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融入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

每个环节、每个工程、每个细节，强力
推进 645个总投资 1322亿元的提质
项目，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作。

数据背后，是焦作以人民群众为
中心的城市管理新理念，是一件件看
得见、摸得着、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
实事的具体落实。

从“面子”到“里子”，焦作高位推
动，提质拓面，勾勒出一个文明之城
的骨架，让怀川大地改天换地，抹蓝
了天空，擦绿了城市，绘出了“绿水青
山”的如画美景。行走于大街小巷，
喜人的变化，让群众感受到一股扑面
而来的文明新风。

今年 3月，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
市公布，焦作在 113个地级城市排名
中，名列第 15位、全省第 1位；7月中
旬，《河南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9）》
发布，焦作城市宜居指数和获得感指
数均居全省第 1位。同时，该市还成
功创建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并争取
到了国家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
点城市、全国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
态保护修复试点、全国重点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试点等一批国家级“金字
招牌”，迈开了追求城市外在美与内
在美有机融合的铿锵步伐。

在鹤壁市，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
明城市创建工作，同样成为推动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2018 年至

2019年，鹤壁共谋划百城建设提质和
文明城市创建项目 1060 个，总投资
145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426亿元。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国家试点，鹤壁
坚持规划引领，形成了“多规合一”的国
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促进全市生产
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
态空间山清水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鹤壁坚持高
质量建设，认真做好试点项目引领示
范、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深入开
展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逐步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等 4篇文章，取得了良好
效果。其中，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
6 大类、273 个项目和 3 个配套能力
项目目前已全部完成，顺利完成试点
终期考核验收；在清洁取暖试点方
面，全市实施项目 78 个，总投资 63
亿元，新增供热面积 2100万平方米。

在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中，鹤
壁不断提高城市综合治理能力。构
建“大城管”格局，实施网格化管理。
以文明城市创建为龙头，开展“六城
联创”，深入推进“城市四治”，全面推
行“四级路长制”，城市精细化管理水
平明显提升。此外，坚持问题导向，
全力解决“污”“堵”“脏”“差”，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如今的鹤壁，“渠畅、水
清、岸绿、景美”，城市宜居指数和群
众幸福感显著提升。③6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获赠一批珍贵资料和文物

全力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
——访商丘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建慧

擦亮“面子”充实“里子”
——我省融合实施百城建设提质工程和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部分城市掠影

□本报记者 李若凡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
荣辱”。粮食是安天下之本，关乎民
生、关乎国家战略安全。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筚路蓝缕、砥砺奋
斗，每年向省外输出 400亿斤以上的
原粮及其加工制成品，为国家粮食安
全作出巨大贡献。

民以食为天
餐桌上离不开豫字品牌

国庆长假，焦先生多年不见的大
学同学携家带口从珠海到郑州来看
望他。焦先生特意采购了思念的汤
圆、三全的水饺。大学同学说：“这些
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能吃出家乡
的味道。”

见焦先生有些诧异，老同学说：
“三全、思念、想念、南街村……这些
食品在珠海到处都有卖的啊！”

“一筷儿到河南”已经成了中国
人的日常生活。

“河南用全国1/16的耕地生产了
全国1/10的粮食，河南的小麦粉和挂
面产量占全国的 37%，每 4个馒头中
有1个用的是河南面粉，每10个速冻
食品中有 6.6个出自河南。河南食品
的不少品牌成为我国食品行业里响
当当的品牌。河南正在实现从‘中原
粮仓’到‘国人厨房’再到‘世人餐桌’
的转型发展。”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局长张宇松说。

三产融合
企业发展农民增收

“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
者护航”，河南粮食人一直在为“粮食
强省”梦而努力奋斗。

2018年，全省各级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强化措施，认真贯彻落实《河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力
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加快建设粮食经
济强省的实施意见》，取得了显著成
效——全省粮油加工业总产值达
2033亿元，粮食产业空前发展，农民
种粮明显增收。

想念食品产业园位于南阳市镇
平县，“想念人”坚信“好麦出好面”，
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建立了30万亩优
质粮源基地，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
购优质麦，既保障了粮源品质，又有
力带动了农民增收。

位于漯河的河南省雪健实业有
限公司在 2018年积极参与位于郾城
区西大坡的 30万亩高标准粮田示范
基地建设，签订了10万亩优质小麦订
单，使农民收入实现稳增。

雪健公司总经理杨庆生和想念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君庚的
观点十分一致。他们说，粮食产业转
型升级，既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化的转
变过程，也是由短链条向长链条的转
变过程，粮食加工企业通过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既实现了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也实现了农民增收，从而为
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产业基础。

新起点新征程
河南粮食更出彩

2018 年 11 月，河南省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挂牌成立。站在新的起点
上，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围绕实施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贯彻落实我省以党的
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的战
略举措，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坚定信
心，埋头苦干，形成了心齐、风正、劲足
的良好发展态势。粮食安全行政首长
责任制、粮食收储改革、粮食产业发
展、守住管好中原粮仓、依法管粮管储
等多项工作走在前、干在前。

张宇松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系统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以机构改革为契
机，进一步完善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
体制机制，着力构建职责清晰、运行
规范、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统一的
粮食和物资储备体系。深化粮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实施“优质粮
食工程”，依托“中国好粮油”行动计
划，打造河南粮食这张“王牌”，坚定
不移推进河南粮食产业强省建设，实
现河南粮食更出彩。③5

“一筷儿到河南”
——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力求粮食更出彩

10月 16日，焦作市解放区幸福街小学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制作红色教育作品。进入 10月份以
来，解放区在中小学校开设了“红色教育课堂”，通过举办红色主题班会、读书会、参观革命展览馆等形
式，让学生深入了解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⑨3 李良贵 摄

（上接第一版）解决产业发展面临的
要素制约、各种矛盾纠纷等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去年淮滨县花
生丰收，但是收摘后湿度很大，卖不
出去。“花生产业党建联盟”通过事务
共商机制，很快作出决策，以华强花
生制品厂为专门收购点，依托该企业
花生烘干设备，对花生种植户进行集
中采购，解了燃眉之急，保证了花生
种植户的收益。比如，一家小龙虾主
体连锁饭店每天需要小龙虾 3000—
5000 斤，但是当时全县没有一家养
殖基地有如此大的供货能力，“稻渔
共养党建联盟”立即在联盟内联系数
家龙虾基地，实行抱团集中供货，统
一质量标准，一举拿下订单，取得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

提振了发展信心。按照“党建
联盟+产业联盟”的模式，淮滨县逐
步建立起以党组织为核心，产业基

地、龙头企业、合作组织等为支撑的
“一核多元”精准扶贫组织体系。目
前，全县已建成产业扶贫示范工程
161个，各行政村的产业发展均有了
产业“主心骨”，97个贫困村脱贫工
作全部有产业支撑，带动了 1万多户
贫困户实现增产增收。初步形成了
王店稻渔“共养之乡”、期思“芡实之
乡”、防胡“构树小镇”、三空桥“养殖
之乡”等一批特色产业聚集区，培育
了弱精小麦、渔网编织、猫爪草等一
批立得住、叫得响的产业品牌，孕育
了 迎 战 艰 难 奋 斗 不 息 的“ 构 树 精
神”，默默无私添香彩的“艾草文化”
等产业文化。党建赋能，联盟发力，
通过抓住“党建+产业”这把“金钥
匙”，淮滨县实现 2019 年脱贫摘帽
胜利在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底气
十足。

（淮研）

组织共建谋发展 淮河岸边万象新

红色教育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