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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

巡视利剑再出鞘，不忘初心又出发。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10 月上旬至 11 月下

旬，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安排 13个巡视组对 12个省直单

位和27户省管国有企业党组织开展了常规巡视。巡视期

间，本报派出采访小组，到省委各巡视组驻地实地探访，真

实记录了省委巡视干部的使命担当、忠诚履职和“可畏可敬

可亲”的巡视铁军形象。今日起，本报开设“关注十届省委

第七轮巡视”专栏，推出系列报道，敬请关注。③6

开栏的话

□本报记者 尹海涛 卢松

“没想到，巡视组自我要求这么
严！”11 月 20 日，省委第三巡视组驻
地，某被巡视单位一位工作人员谈起
此次省委巡视工作，话语中满是感
慨。省委巡视组进驻前，有单位特意
交代给巡视组人员的房间配备洗漱用
品。没想到，巡视组进驻当天，超配物
品便被清理了出来。

十届省委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
会上，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任正晓对巡视干部提出要
求、寄予期望：要严守职责边界，树立
和维护巡视干部可畏、可敬、可亲的
良好形象。

“巡视是党章规定的职责，省委
巡视组经省委授权、代表省委对被巡
视党组织开展政治监督，和被巡视单
位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省
委第三巡视组组长崔绍营说，此轮巡
视进驻前，他就以《坚持政治站位 提
高巡视质量》为题，给巡视干部们上
了“巡视第一课”，从强化政治、纪律、
力量和团队四个方面为全组明确了
政治巡视的方向，要求大家与被巡视
单位的同志不能“称兄道弟”、搞无原

则的一团和气，更不能受人情干扰而
放 弃 原 则 、降 低 标 准 ，甚 至 被“ 围
猎”。巡视干部抽人家一支烟、喝人
家一杯酒、拿人家一盒茶，在巡视中
就难以挺直腰板，要以更严的标准要
求自己，真正树立起省委巡视组“可
畏”的形象。

“没想到，巡视组眼光这么厉害，
简直是‘火眼金睛’！”11月 18日，省委
第十一巡视组驻地，被巡视单位一位

负责与巡视组对接联络的工作人员如
是说。巡视组在抽查某二级单位的账
目时，通过“蛛丝马迹”发现了该单位
三年前以加油、出差为名，违规发放津
贴补贴的问题。

“巡视不是简单来‘找茬儿’的，而
是真正来帮助单位推动改革、促进发
展的。”省委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姚龙其
说，巡视是给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做“政
治体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就是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但是，也
要让被巡视单位“口服心服”，切实意
识到省委巡视组政治站位高、发现问
题准、提出意见实、推动解决问题切合
实际，让他们肃然起敬。

“没想到，省委巡视组这么接地
气！”11月 6日，省委第七巡视组驻地，
被巡视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又是一个

“没想到”。他说，为了不给被巡视单
位的同志添负担，在谈话环节，巡视组
将地点选在了企业的办公地，还坚持
深入一线厂矿倾听民意。

省委第七巡视组组长许兆儒说，
巡视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
场，到群众中了解实情，聚焦群众关注
的民生问题，及时解决好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问题。巡视干部要时刻牢记
自己也是群众中的一员，要自觉践行
人民立场、群众路线，坚决杜绝口大气
粗、颐指气使、高高在上的做派，做到
平易近人，与群众打成一片，让人感到
省委巡视组“可亲”。

三个被巡视单位工作人员不约而
同的“没想到”，正是对省委巡视干部
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职责使命的最好诠
释，也是对他们在初心使命中履行巡
视监督的点赞和肯定。③5

□本报记者 王映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晓静
本报通讯员 郝小虎

11 月 29日，清丰县马庄桥镇赵
家村村民赵玉平起了个大早，为全家
人做早餐。这天做的是小米粥，“俺
打包票，现在熬得绝对比以前更香甜
更黏糊，这可是有原因的。”拿出水
壶，他边接自来水边解释：“你看这水
多透亮，也不存水垢。不像以前从井
里打的水，又浑又出沙。”

“村民家自来水管的水，跟县城
居民家的一样，都是丹江水。”据南水
北调清丰中州水厂厂长李彦力介绍，
这个水厂每小时引丹江水流量已达
1000 多立方米，通过供水网络可送
达清丰全县所有乡镇全部行政村，

“赵家村是马庄桥镇离水厂最远的
村，但保证全天供水没压力。”

小小一壶水，窥见大民生。为确
保农村人口与城市居民一样能喝上
清澈甘甜的优质水，濮阳市委、市政
府探索创新，从 2018 年起依托南水
北调工程，实施“丹江水润濮阳”项
目，并作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重点
推进。该市的清丰县、南乐县成为先
行试点，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等方面取
得突破，项目投资7.55亿元，实现“丹
江水户户通”，120 多万农村居民全
部吃上了丹江水。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广
大农村群众不仅渴望吃上安全水，更
期待吃上高质量的自来水。”据濮阳
市水利局局长孙文标介绍，濮阳位于
华北地区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区，人均
水资源量不足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
靠自备井饮用地下水的农村地区有
一部分属苦咸水区，并伴随氟超标等

问题，“自 2005年起，濮阳持续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使农村集中
供水率和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而
丹江水的到来，使以地下水、黄河水
为主水源的农村有了新选择。”

水源置换，成为濮阳送碧水进村
入户的第一要务。濮阳聘请专业设
计单位，科学编制供水方案；国家投
入、地方配套、企业自筹、社会融资的

“组合拳”，提供有力资金保障；制定
工程推进台账，实行工程质量市、县、
乡三级监控，审计、财政、水利、住建
等部门跟踪监督，确保工程实施高标
准、出精品。

一张畅通无阻的“水网”在濮阳
农村大地铺开：以现有水厂为依托，
通过合理增设加压站、新铺设供水管
道、连通各村供水站等方式，丹江水
由市进县再入乡、村。曾在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主干渠修筑 13个标段的河
南省水利第一工程局，也是丹江水在
清丰县“城乡全覆盖”的建设者。该
局项目经理郑瑞松说：“把南水北调
工程修进农村，不仅是我们的第一
次，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也是第一次。”

城乡居民饮水的“同源、同网、同
质”，更带动“同服务、同管理”。濮阳
市水利部门抓实抓好对丹江水供水
的统一监管和业务指导，分片区设立
管理中心进行巡查、维护、水质监测
等工作，从“源头”盯到“龙头”。

丹江水润濮阳，不仅大大提升农
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也让生态环
境更“美”了。“实施水源置换后，濮阳
每年可大幅减少地下水开采，将有效
避免地面沉降、地裂缝、水质恶化等地
质环境问题。”孙文标表示，濮阳将持
续发力，以丹江水为主水源，努力实现
全市地表水置换地下水全覆盖。③4

三个“没想到”
濮阳：村村吃好水 溯源是丹江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梦珂）12月 3日，我省第
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动走
进商丘，11名来自省内新闻战线的优
秀记者，动情地讲述了他们接地气、
沾露珠、冒热气的好故事。商丘市党
政机关、宣传思想文化单位及高等院
校的师生代表等200余人到场聆听。

用柔弱之肩扛起大国重器、以初
心铸就天平、《5=1》、解救“悬空老
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倔驴”与

“倔驴”、不负初心永流芳……报告会
上，11位新闻人或慷慨激昂，或声情
并茂，将自己工作中最难忘的经历和
故事，向现场观众娓娓道来。他们用
一个个亲历亲见亲闻亲为的好故事，
诠释了新闻工作者以导向为灵魂、以
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与

担当，展现了当代新闻工作者奋发有
为、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这是一场难得的精神盛宴，我
想用四句话总结‘好记者讲好故事’
活动：越来越多的河南故事走上全国
的舞台，展现河南的蓬勃发展；巡讲
现场看到越来越多‘90后’记者的身
影，他们是媒体发展的‘新鲜血液’；
这项活动为基层记者学习锻炼提供
了平台；越来越多的感人至深的好故
事被挖掘出来，感动社会。时代在
变，但记者的初心不变！”商丘日报记
者李岩说。

报告会后，巡讲团成员还与商丘
市部分媒体记者等进行了座谈交
流。他们纷纷表示，要以优秀记者为
榜样，把河南故事讲得更好，用好故
事传播向善、向上、向前的力量。③5

我省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巡讲活动走进商丘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12 月 2
日，首列满载俄罗斯面粉的货运专
列抵达南阳铁路货运站后，通过南
阳卧龙综合保税区“无轨车站”进行
属地报关、异地放行。这是中欧班
列（南阳—俄罗斯专线）首次开行运
营，拉开了南阳内陆口岸外贸“大通
关”的序幕。

当天上午，记者在南阳铁路货运
站见到，来自卧龙综保区的海关和检
验检疫人员正在核对关单、清单货
物。这趟班列采用集装箱形式装载，
共计 46个集装箱 1200吨面粉，货值
31.2万美元。

据了解，这趟班列从俄罗斯莫斯
科出发后，经满洲里入境，全程运行
15天左右，抵达南阳铁路站点后，依
托卧龙综保区的口岸功能进行到站

关检程序，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进口
流程得以简化。

“今后南阳与莫斯科间的班列将
双向开行，从我们前期组织的进出口
货源来看，双方发送班次将不低于
400列。”承担中欧班列（南阳—俄罗
斯专线）贸易业务的河南御兆实业负
责人孙铎告诉记者。

卧龙综保区负责人于若文表示，
中欧班列（南阳—俄罗斯专线）开行
后，在该综保区“无水口岸”功能基础
上，新设立的“无轨车站”功能可以把
南阳和周边地区的进出口货物进行
集结，形成连接俄罗斯和中部地区的
物流通道，同时进一步拓展陆海联运
业务，向东连通青岛、上海等港口进
行海运分拨，最终打造以南阳为始发
地和中转地的“一带一路”集装箱国
际铁海联运基地。③8

俄罗斯面粉“包邮”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任国战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朱山

在安阳市龙安区63名驻村第一书
记中，有位“90后”书记，今年26岁，入
村不到两年，他带领一个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一举“摘帽”，令人刮目相看。

这位驻村第一书记名叫杨正中，
他帮扶的马投涧镇郭贺驼村位于安阳
市区西南 30公里处。12月 2日，记者
慕名前去采访。

杨正中胖胖的，身着运动装，乍一
看像个大学生。两年前，他考入龙安
区发改委，入职才几天，就碰上单位挑
选驻村干部，他主动请缨，成为区里最
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

进村一看，杨正中心凉了半截：全
村只有一条主干道是水泥路，其他全
是土路；村民房屋大多破旧不堪；村委

会办公地点在一个古庙里……当晚，
他住进了村委会腾出来的一间屋子，
四处漏风、满屋电线和蜘蛛网，房梁上
老鼠吱吱叫。

小 杨 书 记 扶 贫 路 上 的 第 一 个
“坎”，不是条件差，而是语言不通。“老
百姓说的话我根本听不懂，这怎么开
展工作？”他每天站在村口广场上，听
村民闲聊天，跟乡亲们拉家常。寒风
中，有时一站就是大半天。从刚开始
只会点头“嗯啊”，到能听懂，再到交流
自如，“语言关”他算是闯过了。

“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第二个
“坎”是来自村民的质疑。一些村民起
初认为，“这小伙子还没自家娃娃大，
能干啥事！”

脚板勤一点、真心多一点、实事办
起来，这是杨正中的破解办法。

为尽快熟悉村情，他利用一个月
时间跑遍田间地头、房间炕头、猪圈羊

舍，访民情、听民声，去年春节也是在
村里过的。一年多来，全村 180 户人
家，他都去过不止一次，每户家里啥情
况，特别是每个贫困户需要啥政策，他
都一一记录，回去整理分类，做成表
格。镇里通常在周六开例会，为了节
省时间，小杨干脆周末就不回家，在村
里一住就是大半年。

65岁的贫困户王新房家房屋早已
倒塌，借住在村里一处危房里。去年
春天，杨正中和村干部一起，千方百计
筹措资金，购买建筑材料，协调施工人
员，终于在雨季来临前为他盖起新
房。房子打顶那天，偏瘫的王新房握
着杨正中的手激动地流下眼泪……

一 件、两 件 …… 他 驻 村 不 到 半
年，村里落后面貌逐渐改善：新修户
户 通 道 路 3000 米 ，种 植 树 苗 1500
棵，刷墙 1 万平方米，安装太阳能路
灯 20盏……2018年，村里脱贫户人均

纯收入达到 7520元，集体经济收入实
现从0到 5.3万元，贫困发生率由 9.7%
下降至1.3％。

“第三个‘坎’就是咋让老百姓钱
包鼓起来。”杨正中越干越有“感觉”，
他协调财政扶贫项目资金 131 万余
元，在村口一片废弃工地建起崭新的
村委会；建设郭贺驼村 150kW光伏电
站，预计年收入12万元。

今年秋天，村里的谷子丰收了。他
和村干部一合计，注册成立安阳香村振
兴种植专业合作社，把郭贺驼村的小米、
粉条、香油等农产品销售到四面八方。

如今，郭贺驼村旧貌换了新颜，
“90后”书记成长为全区“扶贫达人”。
“整村脱贫出列后，工作重心就是发展
产业。”杨正中对村里未来发展的思路
清晰，“马上要和一家内衣加工厂签合
同，能提供几十个就业岗位，老百姓只
要有劳动能力，都能找到工作。”③4

爬坡过坎“90后”书记成“扶贫达人”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12 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连日来，我省各
地学校集中开展多种形式的“礼赞
宪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儿
童自觉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11月 30日，在郑州开往北京西
的G802高铁列车上，郑州大学张阳
媚等同学为乘客带来了精彩的宪法
主题演讲。他们是我省赴京参加第
四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
总决赛的选手。在国家宪法日来临
前，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开展了此项
比赛河南赛区的活动，在广大大中小

学生中宣传宪法知识、礼赞宪法精神。
12月 2日，郑州市金水区第三

幼儿园开展了贴近小朋友的宪法学
习活动。结合孩子的年龄特点，小
班组小朋友观看了《宪法》视频；中
班组和大班组的老师通过真实案
例，教育孩子从小知法守法。

今年以来，我省依托教育部青少
年普法网开展青少年学生宪法学习
及“宪法小卫士”活动。截至11月29
日，在网上开展学习6.11亿人次，位
居全国第一；通过学习并完成法治知
识测评产生“宪法小卫士”656.78万
名，参与率位居全国第三。③6

本报讯（记者 孙欣）公共法律服
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申请法律援
助？如何办理公证？12月 3日，在第
六个国家宪法日到来之际，全省司法
行政系统第二届开放日活动启动，来
自社会各界的 30多名群众代表走进
省司法厅，零距离感受司法行政工作。

作为“宪法宣传周”活动内容之
一，本届开放日的主题是“弘扬宪法精
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目的是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
宪法意识，提升司法行政工作社会认
知度和群众满意度。

在近3个小时的开放日活动中，代

表们参观了河南司法行政工作展板，详
细了解新时代司法行政机关新职能、新
定位；走进省司法厅指挥中心，实地感
受全省司法行政信息化建设新成果；前
往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和河南省
郑州女子监狱，真切感受宪法和司法的
温度。“以前总感觉监狱很神秘，通过今
天的活动，我了解了监狱各项工作，看
到了刑罚执行的阳光透明。”参加活动
的郑州市自来水公司职工郭爱华表示。

12月1日至7日是“宪法宣传周”。
其间，我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将陆续开
展开放日活动。对开放日活动感兴趣的
群众，可向当地司法行政单位报名。③6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12月
4日是我国第六个国家宪法日，中宣
部、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部署从12月
1日至 7日在全国开展宪法宣传周活
动。国务院新闻办3日举办新闻发布
会，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主任傅政
华介绍了 2019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
动安排。

傅政华介绍，今年宪法宣传周以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重点宣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宣传宪法的
地位、作用和主要内容，我国法治建设
的辉煌成就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据了解，今年“宪法宣传周”采用
了主场活动加分设主题日形式进行。
从 12月 1日至 7日，分别由不同的中
央国家机关牵头负责，安排了宪法进
企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
区、进军营、进网络七个主题日。12
月 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中宣部、司法部将共同召开“国家宪法
日”座谈会，通过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和媒体公益普法责任，各地方、
各部门媒体策划组织了鲜明特色、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形成整体联动。

全省司法行政系统举行开放日活动

群众零距离感受司法工作
我省各地学校开展“礼赞宪法”活动

学习宪法 从娃娃抓起

让宪法精神活起来
走进群众日常生活

12月 3日，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温县第三实验小学组织学生走进温县人民
法院，参观法庭，学习宪法知识，模拟法庭审理，让学生们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和自我保护能力。⑨3 徐宏星 摄

法庭学法

关注第六个国家宪法日

12月 2日，杞县高阳镇常寨村村民在采摘茄子。该村在当地农商银行的
资金扶持下，流转土地100余亩，搭建塑料大棚100多座，带动村民和贫困户
增收致富。⑨3 宋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