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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访谈

□本报记者 王平 本报通讯员 李娅飞

“在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的关键
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河南考察调
研，这对我省发展具有重大的里程碑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
商丘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推动高质量
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
循。”10月 28日，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商丘坚持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内
容，切实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王战营说，在主题教育中，商丘对

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找
差距、抓落实。重点围绕高质量发展
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确定统筹推进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脱贫攻坚、发展枢
纽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集聚
区发展等 32个调研专题，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把
中央和省委专项整治部署细化为 8个
方面 25条问题，制定“5+3”先学先改
方案，建立动态整治任务台账，把“改”
字贯穿始终，立查立改、即知即改。

一是在抓牢高质量发展项目引
进和建设上取得新突破。聚焦实施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
质量“一方案十专案”，抓紧谋划储备
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一批重大项
目，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备足后劲、打
牢基础。

二是在加快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上取得新突破。重点培育壮大食品、装
备制造、纺织服装制鞋3个千亿级产业
集群和制冷、工量具、农资化工、体育健
康、金刚石及制品超硬材料、电子信息、
农副产品加工和现代物流及商贸等10
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建立完善现代产业
体系，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三是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上
取得新突破。积极主动融入郑洛新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战略，依托4个
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快实施科技创
新“十大工程”，加快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营造创新生态，集聚高端人才。

四是在加快建设国家区域中心城
市上取得新突破。坚持以百城提质全
域创建全域推进为抓手，构建“一中心
二组团五卫星城百镇千村”城乡融合
发展体系。积极推动商合杭高铁、京
雄商高铁、商丘机场、沱浍河航运等工

程建设，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推动
商丘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建设，打
造全国重要的集疏分拨中心和快递物
流中心。

五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
取得新突破。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积极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大力拓展豫东（商丘）
保税物流中心业务，加快推进民权保
税物流中心建设，积极申建商丘综合
保税区、铁路口岸查验区。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细照笃行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动力，振奋精神，开拓进取，
奋勇争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
鲜活的生动实践，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
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贡献商丘力量！”王战营说。③4

本报讯（记者 刘勰）10月 28日，
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在光山县调
研，先后来到寨河镇冷大塆村、产业
集聚区三元光电公司，实地察看产业
扶贫带贫和贫困户稳定脱贫情况，并
与当地干部座谈交流，共同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研究深入贯彻落实的具
体举措。

穆为民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到河
南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特别是
在光山提出了建立脱贫造血机制、增
强致富内生动力等重要要求，为我们
做好各项工作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传承好光

山的红色基因，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转化为造福老区人民的强大
动力和实际行动。

穆为民强调，要继续保持从严从
实工作作风，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效，坚决防止松劲懈怠情绪。要充分
发挥产业扶贫造血功能，做优做大茶
叶、油茶等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利益
联结机制，让光山老区人民走上稳定
致富道路。要抓好剩余贫困人口的
稳定脱贫和已脱贫人口的巩固提升，
补齐“两不愁三保障”短板弱项，以扎
扎实实的脱贫成效回报总书记对老
区人民的关心关爱。③5

本报讯（记者 樊霞）全省“放管
服”改革政策措施落实得如何？难点
在哪里？记者10月 28日从省审计厅
获悉，自 10月起，全省 164个审计组
近 1500 名审计人员分赴各市县，对
全省“放管服”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
况进行全覆盖专项审计调查。

此次审计调查主要围绕精简行
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改善民生服务以及“互联网+
政务服务”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

省审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审计调查，一是要反映各地各部门在

“放管服”改革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聚焦
重点方面和重点事项，调查政策措施
推进不力、落实不到位，甚至搞变通、假
落实，营商环境不优、人民群众和企业
获得感不强等突出问题，反映改革推
进中的体制性障碍和制度性缺陷；二
是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在推进“放管服”
改革中的创新举措和积极成效，总结
能够普及推广的“放管服”改革典型经
验做法；三是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深
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快推进

“放管服”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更好地服
务保障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③5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以脱贫攻坚的扎实成效造福光山老区人民

全省“放管服”改革专项审计调查启动

坚持以主题教育推动商丘高质量发展
——访商丘市委书记王战营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上接第一版）“人受憋堵武艺高”，
淅川人想尽了办法，在全省首创了合
同化造林模式。

“我们与专业造林队、造林大户
签订造林合同，活一棵验收一棵。如
果达不到85%的成活率，补栽后第二
年再验收。”该县林业局局长武建宏
说。“一锤子买卖”变成“年度考试”，
多活一棵树多挣一份钱，造林大户积
极性大大提高，办法也多了起来：移
土培肥、修“鱼鳞坑”、分级提灌，造林
成活率噌噌往上涨。

种树不易，护林更难。茫茫林海，
如果看护不好，多年心血可能瞬间消
散。今年已过七旬的石发成，干了一
辈子护林员，现在仍穿行在上集镇白
石崖村的石家山。“他说，山上的树就
是他的命！”石发成的老伴李玉娥向记
者“诉苦”。这几年，老石感到“吾道不
孤”：淅川县配备 400多名专业护林
员，组建300余人的专业防火队伍，乱
砍滥伐近乎绝迹，森林火灾几无发生。

种好一棵树，养成一片林。近年
来，淅川每年新造林面积 10万亩以
上，连年稳居全省县级造林第一，森
林覆盖率达到 45.3%，53.2万亩荒山
重披绿装。有林业专家感慨：淅川创
造了又一个“中原塞罕坝”的奇迹。

踏访丹江两岸，记者一行触摸这
个“奇迹”，既赞叹于淅川“能绿尽绿”
的拼劲，更惊讶于其“谋定而绿”的巧
劲：不是为绿化而绿化、为种树而种
树，而是以绿化铺平生态路，以种树
一举求多效。

仅树种变化，就足见匠心。石漠
化严重的荒坡，“主打”楸树、火炬松，
既储备木材又涵养水源，筑起清水北
送的绿色屏障;环湖村庄的山头，紫
薇、樱花是主力，春风一过万山芳华，
为近郊游、乡村游埋下“伏笔”；库区
沿线的乡镇，外招内引，以软籽石榴、
核桃、杏李为主导，发展林果 33 万
亩，托起群众致富希望。

“春有花、夏有景、秋有果、冬有
绿”，这个 3年前锚定的“四季歌”愿
景，正在淅川一步步变成现实。

开启通道：谋“变现”促转化
“地头价 8 元一斤，到了电商平

台要 10元以上，如果装成礼盒，能卖
到 30 元。”在老城镇的 5000 亩石榴
种植基地，豫淅红农业公司负责人余
昌国告诉记者。

5年前，从十堰市农业局退下来的
余昌国跑了周边数省，认定淅川是种软
籽石榴的天赐之地——冬天不太冷、夏
季不太涝，再加上好山好水好生态，果
实卖相佳、糖度高。今年，中国第三届
石榴博览会花落淅川，豫淅红选送的产
品拿下金奖，老余心里“石头落了地”。

同样感到“石头落地”的还有老
城镇党委书记翟成敬。3年前，他走
村入户劝群众种果树，却“吃饱”了白
眼，有个村支书把他拦在村口，直截
了当地说：“就算把我免了，也不让你
坑大伙儿！”如今，2.5万亩石榴、杏李
丰收，大家见了他都是笑吟吟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贵在
“就是”，难在“变现”，关键在“转化”。
顶着压力、保持定力，坚持走绿色发展
道路的淅川县，在今年的金秋十月迎
来了收获季节，尝到了“生态红利”。

淅川电商产业园，因专攻网销毛
堂黄金梨，从郑州返乡创业的黄峰有
个雅号“黄金哥”。被记者“逮到”那
天，他正卷着袖子跟工人一起往车上
装货。“年初定了1000万元的销售计
划，看样子这个月就能完成。”黄峰说。

马蹬镇寇楼村，渠首“蟹王”寇元钦
今年的订单同比涨了三成。“吃着丹江
鱼、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大闸蟹个大膏
足，乘着物流一路向北，成了首都市民
桌上的“新宠”。目前，这个基地年收入
2000多万元，带起300多户贫困户。

大石桥乡横沟村，不卖果子也不
养蟹的赵新敏，靠一个创意唤醒了

“凤凰古寨”。南瓜马车、蒸汽机车、
田园稻草人，再加上90%的森林覆盖
率，4年前的穷山村成了国家乡村旅
游发展观测点。今年十一，全村接待
游客2万余人次。

谈到未来，这些在淅川打拼的
“新生代”和中坚力量都满怀信心，因
为他们背后，一个广袤的希望田野正
在绿色中崛起。

截至目前，淅川县已认证无公害农
产品16个、绿色食品32个，绿色食品基
地面积3.7万亩、地理标志基地面积12
万亩；78种农产品在北京市21家连锁
超市、600家直销店销售，总量过万吨；
库区沿线，新培育8个新景点、36个示
范村，吸引多个高规格体育赛事落户。

“纸面实力”之外，淅川的绿色发
展也在向“纵深”推进。在冷链上，新
建大容量冷库12个，30多万亩林果

“后顾无忧”；在深加工上，福森集团
等抬起“龙头”，发展饮料、香菇酱加
工等项目十余个；在销售上，引进阿
里巴巴、京东等知名电商进驻，县、
乡、村三级电商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现在还只能说是探索。”卢捍卫
坦承，不说江浙发达地区，只与省内先
进地区比，淅川短板也很多，比如交通
设施、人才引进、承载能力等。“但坚持
绿色发展、水清民富这条路不会变。”他
说，“‘功成不必在我，功成一定有我’，
只要一张蓝图绘到底，淅川的绿水青
山一定能成为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对开。淅川
走在大路上。③1

10月 27日，在位于林州市石板岩镇高家台村的太行大峡谷内，来自山东、河南、河北等五个省共12支民间应急救援队
的200余名队员，参加了9958应急救援协作平台首届山野救援暨绳索技术演练。据悉，9958应急救援协作平台是服务于
中国民间应急救援志愿者组织的信息化平台，今年上半年，该平台共接受各项应急救援 2775次，出动应急救援志愿者
32693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⑨6 王建安 摄

救援演练

本报讯（记者 李林）10月 28日，记
者从郑州市城市管理局获悉，《郑州市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行，不按
要求投放垃圾，将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50元罚款。

据介绍，《郑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管理办法》已经郑州市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施
行。《办法》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
运输和处置、法律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
定，主要适用于已经开展垃圾分类的小
区、公共单位和公共区域。

根据《办法》，生活垃圾分为厨余垃
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
类。生活垃圾应当分类投放、收集、运
输和处置。不按要求投放的，由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对单位处 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50元罚款。此外，生活
垃圾收集、运输单位未按照规定的时间
或者路线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按照要求，今年年底前郑州市中
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不低于
70%，明年年底前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
不低于 95%。截至 9月底，郑州市中心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74.11%。”
郑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除了未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的居民小区以外，郑州市
所有公共单位、公共区域都已经或正在
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按照要求，郑州市所有市政道路、广
场、公园、游园、机场、车站和市内五区及
四个管委会区域内的公共机构和相关企
业（包括宾馆、饭店、商场、农贸市场、写
字楼等）今年 6月底前实施生活垃圾强
制分类；新郑市、新密市、登封市、荥阳
市、巩义市、中牟县和上街区区域内的公
共机构及相关企业将在 2019年年底前
全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需要提醒的是，在市政道路、广场、
公园、机场、车站、各类办事大厅等公共区
域，只设有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两类容器，
市民可将手头的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带
至单位、企业或者家中再分类投放。③5

郑州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时间”敲定
12月 1日起实施，不按要求投放将被罚款

本报讯（记者 李林）10月 28日郑
州市城市管理局发布消息，为保障生活
垃圾从收集、运输和处置做到“彻底”分
类，破解“前分后混”的难题，郑州正在加
快垃圾分拣中心的建设，工程进度最快
的中心将于今年年底前建成投用。

据介绍，郑州市工程进度最快的
中原区垃圾分拣中心即将建成投用。

“郑州市内五个区和四个管委会区域
的分拣中心均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
今年年底或明年建成。”郑州市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人员说。

据悉，分拣中心可以实现有害垃圾
暂存，可回收物的打包、整理，大件垃圾
的破解、处理，废旧纺织物的回收、处
理，厨余垃圾的压榨脱水减量等功能，
还可作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基
地。这些分拣中心投用后，郑州市垃圾
分类将形成前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
运、末端分类处理的完整闭环，真正实
现末端的垃圾分类处理。③5

郑州垃圾分拣中心年内建成
相关新闻

郑州生活垃圾咋分类？

厨余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产
生的有机类生活垃圾，包括固体食物、
蛋壳、瓜果皮核、茶渣等厨余垃圾和农
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废弃的果蔬垃
圾等

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和资源化
利用的废弃物，包括玻璃、纸类、塑料、
金属、大件垃圾和废旧织物等

有害垃圾，是指对人体健康或者自然
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垃圾，
包括废电池、废荧光灯管、废温度计、废血
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
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
废胶片及废相纸等

其他垃圾，是指除前三项以外的
生活垃圾，包括灰土陶瓷、废弃卫生
巾、一次性纸尿布、餐巾纸等难以回收
利用的废弃物

制图/王伟宾 文字整理/李林

绿满青山果满仓

10 月 28
日，演员在宝
丰县大营镇牛
庄村文化大舞
台 表 演 曲 剧
《丁郎认父》。
近年来，该县在
实施乡村振兴
中，建起 130
余个乡村文化
大舞台，丰富了
村民的文化生
活。⑨6 何五
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