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陈瑞杰 代继英 赵树阳

10月21日，走进漯河市源汇区问
十乡宋庄村，一条宽阔的水泥路东西
延伸，两侧的黄杨、香樟、月季生机勃
勃，处处干净整洁。“一年前，俺宋庄那
是出了名的落后，村里十几个大小坑
塘垃圾满池，路又窄又破……”村里78
岁的李清顺老人对此记忆犹新。

改变缘于去年的村“两委”换届选
举。2018年 5月，原本在外地做生意
的退伍军人、党员李肖科被动员回村参
加选举，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随后，
李肖科自己垫资，带领干部群众把村道
整修得宽敞洁净，把坑塘改造成了广场
游园。同时，通过租赁荒地、发展大棚
蔬菜等，村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

群雁高飞头雁领。近年来，在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推进过程中，漯河市
把建强班子、建强队伍作为抓实农村
党建、夯实乡村治理根基最基础、最
重要的工作，着力实施“头雁工程”，
通过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
培养成致富能手、把党员致富带头人
培养成村干部等方式，选好配强农村
党组织书记，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
织，打造过硬党支部。

郾城区龙城镇老翟村党支部书记
翟宗磊是从本地致富能人中一步步培
养出来的代表。今年38岁的翟宗磊是
当地一家饮料企业负责人，一向热心上
进。发现这个“苗子”后，镇党委发展其
为党员，并作为村级后备干部持续培
养，2018年11月他当选为老翟村党支
部书记。上任后，翟宗磊带领大伙拓宽
修缮了1.8公里的村路，安装了100多
盏路灯，整理了村里3个荒坑，并着手

发展乡村旅游，整个老翟村焕然一新。
“抓好基层党建，关键是解决好

‘人’的问题。”漯河市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换届选举时，漯河
市就大力倡导复员军人、大中专毕业
生、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农村致富带
头人等参加竞选，有 2675 名“能人”
被吸纳进村“两委”班子。新当选的
1269名村党组织书记中，有回乡大中
专毕业生 242 名、农村致富带头人
299名、复员退伍军人254名。

同时，漯河市把年轻优秀人员纳
入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去年以来，
全市从能致富带富的“能人”中培养
选拔了 316 名党员。目前全市已建
立6420人的乡土人才库，其中918人
纳入村级组织后备力量进行重点培
养，平均每村拥有2名以上后备干部。

选好苗，更要育好、管好苗。今

年以来，漯河市扎实开展村级组织带
头人责任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上半
年，全市 4.9 万余名党员上党校进课
堂接受培训，1300余名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参加集中轮训。

组织功能得到强化，各项工作就
注入了活水。“以前村里开会，参加者
寥寥无几；现在村里办个啥事，大家
都一呼百应。为啥？对新班子信得
过！”李清顺老人说。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人民
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重在
抓好基层党建，提升组织力。”漯河市
委书记蒿慧杰说，漯河市将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
步抓好“领头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
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汇聚合力，把党中
央提出的重大任务转化为基层的具体
工作，更好促进乡村振兴。③4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全面深入持久开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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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宗宽）我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再添新动能。10月 23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南省人民政
府为指导单位，省工信厅和洛阳市政
府主办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设
启动会在洛阳举办。在此次会议上，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揭牌，标志着
该中心正式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是制造
强国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每个行业只
设一家国家级创新中心。国家农机装
备创新中心是在河南省智能农机创新
中心的基础上升级而成的。2018年 2
月，在省政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单位联合支持下，由中国一拖集
团有限公司、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单位联合出资组建的河南省智能
农机创新中心在洛阳成立。今年5月，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正式获得工信
部批复组建，是全国正式批复建设的第
1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也是我省首
个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根据工信部
批复意见，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将围
绕农机装备领域的重大需求，对标国际
创新机构，打造农机领域原创科技的策
源中心、行业技术进步的促进中心。

目前，我国农机工业主要指标总
量已位于世界前列，但同发达国家相
比，农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农机农艺
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据了解，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
通过“公司+创新战略联盟”的组织模
式，解决关键材料、核心制造工艺与薄
弱环节农机装备供给问题，持续引领
我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目前，中
心形成了由6位院士及多名行业知名
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集聚了中国
农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和科
研院所的研发力量，在农机装备核心
元器件、核心零部件、农业机器人、智
慧农业装备、农机大数据平台等方向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建设工作
全面启动，将加快推进我省构建自主
可控的新一代农机创新体系，促进农
机装备产业迈向全球一流水平，助力
打造世界级农机产业集群，为我省实
施“藏粮于技”战略、扛稳粮食安全重
任提供有力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
副省长刘伟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省
工信厅、省科技厅等部门相关负责人
和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等出席启动
会。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黄
尧英 薛旭阳）10 月 23 日，在洛阳
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园，洛阳圣瑞
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攀墙走壁的

“蜘蛛侠”一出场便赚足了眼球。只
见机器人高举机械臂，喷射出高压
水流，储罐壁上一块锈蚀的壁面很
快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家成立不足5年的公司，正是
借力“河洛英才计划”引进河北工业
大学张明路团队，才一举研发出填补
国内空白、入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
能机器人”重点专项的爬壁机器人。

2015年，洛阳启动“河洛英才计
划”，决定力争5年内组织引进创新
创业团队50个以上，吸引500名以
上高层次人才来洛创新创业，创办科
技型创新型企业200家以上。截至
目前，洛阳通过“河洛英才计划”共引
进17个创新创业团队，引进院士、长
江学者等各类国家级专家33人，累
计为 122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684
批次，实现产值7.4亿元。③9

□本报记者 孙静

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贸环境，前三季度我省消
费这驾马车再次跑出令人惊艳的加速度。数据显示，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4%，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 2.2个百分点，增速居全国第 4位，同比前移 5个位
次，再次发挥出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为什么消费还
能释放出如此强劲的动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是关键。
今年前三季度，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050.18
元，同比增长8.9%。收入水平的提高推动新一轮消费升
级，无论是旺盛的高品质消费需求，新业态、新模式引发
的消费热潮，还是强力崛起的“小镇购物青年”，都让消费
当仁不让地成为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买什么？高品质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最近，郑州市民王新入手了一款扫地机器人。他的
家里，智能吹风机、智能洗衣机、智能冰箱等一应俱全，他
认为，即便多花点钱，能让生活更方便舒适，就值得。

王新的想法折射出当下的高品质消费现状。今年前
三季度，我省体现高品质消费的智能产品零售额增长十
分迅速，如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手机、智能家电等零售
额分别增长129.3%、68.9%、24%。

除了购物，消费者更舍得在高端旅游、康养和文化休
闲等领域花钱。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许昌、平顶山等
地的温泉康养项目一度爆满，丹江大观苑的豪华游轮游、
宝泉及云台山的低空游等项目也因新奇有趣成为旅游业
新宠。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郑广建博士认为，随着人们消
费理念的更新和消费品及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
下的消费正从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未来，旅游、
教育培训、健康美容、智能设备、环保类产品等将持续成
为消费增长点。

怎么买？新业态新模式制造消费“爆点”

王府井百货新开的国际连锁型奶茶店每天一开门就
排起长队；郑州黄河边的古柏渡蹦极成了网红打卡地，吸
引大量外地游客慕名而至；夜游项目爆款产品不断，云台
山的《云溪夜游》灯光秀每天限量 3000人，常常供不应
求，清明上河园的《大宋·东京梦华》演出每晚加演三场，
依然场场爆满，全省的“不夜城”越来越多。

随着首店经济、网红经济和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新模
式的持续发力，我省消费市场更加丰富多彩，消费渠道逐
步拓宽。

更值得关注的是，以往一年若干次，如“双11”“情人
节”等形式的消费“爆点”，如今在线上线下营销的共同发
力下，“6·18”“网红打卡”“品鉴会”“限时秒杀”等名目繁多
的新消费形式持续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樊霞）10月23日，记
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前三季度，纳
入财政部门企业经济效益月报统计范
围的全省企业(以下简称“全省企业”)利
润继续保持上扬态势，应交税金、已交
税金继续下降，企业负债率明显下降。

全省企业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31.9亿元，同比增长6.6%；实现利润
883.4亿元，同比增长4.1%。

从全国来看，前 8个月，我省国有
企业（扣除央企和金融企业）营业总收
入 5234.5 亿元,在全国居第 14位；国
有企业前 8个月利润 186.7亿元,在全
国居第13位。

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企业负债率
持续下降。截至 9月末，全省企业资
产 总 额 56031.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全省企业资产负债率 9月末同
比下降0.8个百分点。

减税效果持续显现。前三季度，
全省企业应交税金 1127.6 亿元，同比
下降 4.2%，较上年同期由增转降,下
降 18.2 个百分点。其中，应交增值税
424.7亿元，下降11.5%。

发展动能不断加强。全省高成长性
制造业收入同比增长 4%、利润增长
10.1%；体现科技创新水平的战略新兴产
业收入增长8.5%、利润增长12.9%。③9

□丁新伟

日前印发施行的《河南省纪检监

察机关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澄清保

护党员干部暂行办法》，匡扶正

气，激励担当，有利于推动全省

上下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

的良好政治生态。

近年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

倒性胜利，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

大战略性成果，与畅通信访举报

渠道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但也有一些别有用心者故意捏造问题

线索，借信访举报打击报复、诬告陷害党

员干部，挫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2018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并实施《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明确规定“严

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及时为受到不实

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2018

年 11 月，省委办公厅出台相关实施意

见，要求“建立澄清保护干部机

制”。此次印发施行的“暂行办

法”，结合我省实际，对诬告陷害

行为作出具体阐释，规定五种澄

清正名方式，明确要求依规依纪

依法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做

好澄清保护工作，体现了对广大

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和关心支持。

“风雨多经人未老，关山初度路犹

长”。当前，我省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营造浓厚氛围，

为敢于担当者撑腰鼓劲，引导党员干部争

当改革的促进派、发展的实干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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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全省企业税负减轻利润上扬

为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

第二届高校院所河
南科技成果博览会
明天在新乡开幕
详见08版

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在洛揭牌

跻身“国家队”田野新“机”遇
揽“河洛英才”
促创新发展

10月23日，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揭牌，该中心正式建设工作启动。⑨6 霍学婷 摄

10月 23日，游客在孙后寨村用旧轮胎改建的景观前自拍。夏邑县北岭镇孙后寨
村利用废旧物品，建设景观景点，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改善人居环境。⑨6 苗育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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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头雁”引领基层新气象

变废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