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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遂旺

前不久，安阳市殷都区芳林社区
建筑七公司家属院一家一楼住户卫
生间的下水道堵塞，粪便等污物溢出
窨井到楼院，臭气冲天，周围居民苦
不堪言。可这户人家无人居住，长期

“失联”。
咋办？社区的大莉调解团闪亮登

场，动用身边各种资源搜集线索，终于
通知到这家户主让其清理。该户主当
即“蹦”了起来：“楼上排泄造成堵塞，
咋能让我一家掏钱来清理。”

言之有理。但收钱时，有的住户
愣是不掏。“大莉”们只好对抵触户做
细致工作，最终用分摊的办法，这事圆
满画上句号。

“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处理不好会给
大家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芳林社区党支
部书记白静直言，“我们社区治理工作，
就像绣花一样，调解员就是绣花针。”

11月 26 日，记者来到芳林社区。
白静告诉记者，这里总共有5名工作人
员，负责管理 21个楼院，1301户 3208
人。这个社区多是陈楼旧房，还有上
世纪 70 年代的平房。之前遛狗不牵
绳、高楼扔垃圾、占道停私车等现象时
常发生，引得纠纷不断，每年上访告状
少说也有一二十起。

有居民要求引进物业公司管理，
“可我们请了多家，人家实地一看，扭
头就走。”白静说，“太分散，不好管，不
赚钱。”

如何把为民服务完善到“最后一
米”，这道“考题”摆在了芳林社区管理
者面前。

社区有个名叫侯炳莉的居民，是
个热心人。白静与其商量建立一个调

解团，侯炳莉二话没说，满口答应了。
侯炳莉的小名叫“大莉”，调解团就叫

“大莉调解团”。
“2015年 5月组建，当时只有 3个

人。咋也没想到，如今壮大到 18 人。
俺这里有退休的老师、干部、专职律师，
党员也不少！”侯炳莉笑言，“我们是一
支‘老字号’队伍，最大的78岁，平均55
岁。这些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们，却成
了社区里最忙碌和可爱的一群人。”

“大莉们”忙着排忧解难。社区80
多岁的老王，找了一个老伴。谁知俩
人闹纠纷，老伴儿拿着他的户口簿、身
份证离家出走。老王哭丧着脸找到

“大莉”：“没了证件，出个家门都难。”
“大莉”出主意：让老王本人写申请，
“大莉”写证明，社区盖章，在户籍处给

其办理了户口簿副本。
“大莉们”忙着化解矛盾。社区 6

号楼9层中户是个租房户，每到深夜蹦
跳直播拍视频，影响左邻右舍休息。
接到投诉，“大莉”上门规劝，可租赁者
出难题：“只要把余下的租赁费退还，
我们就搬离。”让对方没想到，“大莉”
们四处寻找新租户，不出一周将剩余
租费退给了他们。

对社区出现的不文明行为，“大
莉”们敢于较真碰硬。建筑七公司家
属院有户居民在自家门口空地上搭
建了彩钢房。大莉调解团成员轮番

“进攻”劝说一个月，对方最终拆除了
违建。

4年多来，大莉调解团调解社区各
类家庭问题 420件，调解成功率 95%，
减少矛盾升级、涉法涉诉、越级上访事
件的发生。

记者在社区采访时，不少居民夸
赞，自己身边有个“减压阀”“避雷
针”。③4

本报讯（记者 刘勰）11月 28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为期1天半。③8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芳林社区的“减压阀”

□本报记者 周青莎
赵力文

11月 27日一大早，省生态环境厅信访办主任刘随群就
驱车一路向西，来到20多公里外的荥阳市乔楼镇陈沟村。

“刘主任，这么冷的天你还来这么早。”车停在村口没多
久，村委会主任詹红领搓着手走了过来。

“走，咱们一块儿再去看看那个污水的事儿还有啥问题没
有。”说着，刘随群沿一条土路快步朝前走去。

让刘随群惦记的是几个月前陈沟村村民的一条投诉——
村里出现污水，村民怀疑附近一家民爆器材生产企业偷排。
群众有反映，干部有回应。接到转来的信访件后，荥阳市环保
局迅速调查并把情况上报省生态环境厅。第二天，刘随群就
来到现场核查。

荥阳市环境监察大队乔楼中队中队长苗轩的手机里还保
存着当时现场勘查和取样的照片。这次回访，他和企业代表
也一起来了。

陈沟村地处丘陵地带，污水渗漏地点在一处偏僻的山沟，
四周荆棘丛生。刘随群抓着树枝下到沟底，深一脚浅一脚，走
到事发地时裤子早已沾满尘土。

“我们把管道更换了，周边又砌了水泥，你看，一点都不漏
了。”企业负责人吴经理指着原来渗水的地方说。“好，整改得
很彻底，村民们放心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完成了。”刘随群点了
点头。

这家被投诉的企业在生产中并不产生污水，但厂里有
300多名工人，还是会产生不少生活污水。由于管道年久老
化，污水渗漏到厂外，被村民们发现，于是有了这次环保干部
的“下访”调查。

从今年 3月开始，省生态环境厅开展“下基层大走访”活
动，厅机关干部带头，围绕群众反映的突出环境问题，到田间
地头、工厂车间，对排查出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一个一个访
查，一件一件解决。截至目前，全省生态环境系统干部共走访
群众 2680人次，召开信访走访协调会 150次，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262个。

同去陈沟村回访的郑州市生态环境局信访处副处长朱永
双，手里拿着一个工作笔记本，上面记录着近3个月的群众投
诉线索、参与人员和处理结果。“我和同事平均每个月会‘下
访’四五次，不光保证群众投诉件件有回音，也会帮助他们解
决一些难题。”朱永双说。

汝阳县小店镇信访群众马阿姨就是“下访”活动的受益人。
马阿姨是养鱼专业户，今年2月她养的鱼突然出现大面积死亡。此后，省生

态环境厅机关干部多次“下访”协调地方相关部门认真调查原因、依法依规妥善
处理，安抚了一家人的激动情绪。

不只是“下访”，今年 6月以来，省生态环境厅把每月 5日定为“企业服务
日”，建立生态保护观察员制度，邀请全省企业自愿报名参加服务日活动，聘请
86位各界人士作为观察员反映情况。以“倾听民意、服务基层、解决难题、推动
发展”为主题，倾听企业意见建议，改善工作作风，切实解决企业的问题和困难。
6次“企业服务日”活动中，企业共提出158个问题和意见建议，生态环境部门当
场答复解决了101个、跟踪解决57个，确保了件件有回音、有落实。③8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1月 27日
至 28日，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第三次
代表大会暨第十五届河洛文化研讨会
在郑州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
中央主席苏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国
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
丹，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驻会副
主任尹宗华、委员吕虹，省政协主席刘
伟、省委副书记喻红秋、省政协副主席
张亚忠等出席会议。

苏辉指出，河洛文化是黄河文
化、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河洛文
化研究是事关中华民族根和魂的大
事。研究会成立 13年来，在全体理事
共同努力下，研究、交流与传播等各
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成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
组成部分。推进新时代河洛文化研

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
时的重要讲话和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自觉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前进方向。充分发挥政协制
度、组织和人才优势，推动河洛文化
传承发展。要不断深化两岸交流合
作，厚植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民意基础。要加
强自身建设，推动河洛文化走向社
区、走向校园、走向世界，促进新时代
河洛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下转第二版）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第三次代表大会
暨第十五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郑举行

□丁新伟

明确 41 项重点治理任务，应对重

污染天气；9 个省委“三散”污染治理专

项督察组全部进驻第一批省辖市，公

开举报联系方式；沉下身子抓

露天矿山综合整治，不当“甩手

掌柜”“画圈领导”。最近，我省

打出污染防治“组合拳”，严的

味道扑面而来。

限行、限产等带来的蓝天

白云充分证明，治理严不严，直

接决定污染防治效果。近年来，我省

铁心铁面铁腕治污，诸多环境问题得

以解决，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明显。

成绩不提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

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有的地方限产

措施形同虚设；整治“散乱污”企业，有

的地方排查不细、把关不严；扬尘、工

业废气等污染，有的地方解决不力，群

众信访举报集中。我省一些地方污染

防治出现“跑冒滴漏”，根子在没有一

严到底。工业结构偏重、发展

方式偏粗、环保欠账偏多的省

情提醒我们，如期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容不得丝毫宽松软。

污染防治，一头连着百姓幸

福，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我们

必须拧紧“严”的螺丝。整改不搞一阵

风，限产不搞一刀切，督察不留空白点，

问责处罚不打折，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美丽河南”的

诗意才会日益浓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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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紧“严”的螺丝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见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8 日电 11 月 27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
日”纪念大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
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巴勒斯坦问
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全面公正解决巴
勒斯坦问题，实现巴以两国和平共处、共

同发展，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国际
社会应该维护公平正义，坚持联合国有
关决议、“土地换和平”原则和“两国方
案”大方向，为恢复巴以和谈创造良好氛
围。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真
诚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是巴以和平

的坚定支持者。中方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支持建立
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
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
国。中国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巴
以和谈，为早日实现中东全面、公正、持久
和平作出不懈努力。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 实习生 周
玉琴）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是有效弥补
我省科技创新资源供给不足短板、加
快开放创新的有效组织形式。11 月
27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郑州信大
捷安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15家新
型研发机构已经备案，从而使我省的
新型研发机构总数达到82家。

自2016年起，各地开始通过省部会
商、院地合作、联合共建等多种形式，大
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建设。由于面向经
济主战场，新型研发机构具有体制新、
机制活、潜力大、成果转化快等特点。此

次备案的15家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我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产业、区域特
色产业需求，主要在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节能环保、新材料、农业等领域为企
业和区域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创新支撑。

其中，洛阳智能农业装备研究院
有限公司结合洛阳农机产业，由中国
一拖、中联重机、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
备研究院洛阳先进制造产业研发基
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洛阳分所
等 10家单位联合组建，旨在构建农机
装备先进制造技术、作业控制技术、智
能农业信息化服务等方面研发体系。

作为深化落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与省政府在新乡市共建“中国电
波科技城”战略合作的具体举措，河南

天博物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由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新
乡平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等 4家单位
发起设立，致力于推动、引领本地“物
联网+”产业的创新发展。

巩义市泛锐熠辉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由9名年轻的博士共同创办，研发团
队平均年龄仅32岁。该公司以军民两
用新材料为主攻方向，成立5年来已申
请专利115项，年产值达1.2亿元。

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该厅将制定印发我省《关于扶持新型研
发机构发展的若干政策》，将其中涉及
的扶持政策惠及全省新型研发机构，激
发其创新活力，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创新
发展，引导其做大做强。同时，启动新型
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工作，根据评价结果
实现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工作机制，促
进我省新型研发机构可持续发展。③3

补创新资源“短板”促开放创新“提速”

我省新增15家新型研发机构

“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举行

习近平致贺电

瞻仰不朽的丰碑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焦裕禄精
神是人民心中一座永不磨灭的丰
碑。11月 28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
秀品格和时代精神，“人民呼唤焦裕
禄”大型主题展览在河南博物院举
行，展览全方位、多角度揭示这一时
代呼唤，以文物为依托，辅以丰富的
照片、创作画、纪录片、复原场景及多
媒体演示，展示焦裕禄扎根基层、心
系百姓、鞠躬尽瘁的奋斗足迹。

此次展览由省文化和旅游厅、河
南博物院、省档案馆主办，大连现代
博物馆、兰考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中
信重工焦裕禄事迹展览馆、尉氏焦
裕禄事迹展览馆、博山焦裕禄纪念
馆参展。

泛黄的文件、手写的工作报告、
朴素的生活用品……此次展览展出
了 200 多件有关焦裕禄同志的珍贵
文物及复制品，生动诠释了“亲民爱

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
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其中，在
洛阳矿山机械厂担任车间主任期
间，焦裕禄和同事们研制出的中国
第一台直径 2.5 米卷扬机的下线场
景图，展现了焦裕禄通过勤奋学习、
刻苦钻研，从工业知识的“门外汉”
迅速成长为工业战线上的“红旗手”
的事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展
览将持续至 2020年 3月 20日，观众

可免费观看。
此外，11月 27日，由郑州大学、

河南省焦裕禄精神研究会主办的弘
扬焦裕禄精神美术作品巡展首展在
河南省美术馆开幕，共展出绘画、书
法作品 80 件。展览持续至 12 月 1
日，之后还将在西安、北京设展。

两个展览相互呼应、相映成辉，
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焦裕禄精神的
时代内涵。③9

11月27日，观众在河南省美术馆欣赏弘扬焦裕禄精神美术作品巡展画作。 新华社发
11月 28日，参观者在“人民呼唤焦裕

禄”展览上观看展品。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