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淅川县创新开展“三清理一公开”专项活动

构建“山清水秀”的基层政治生态
□本报记者 孟向东 刁良梓
本报通讯员 王牧

11月 25日，记者来到南阳市淅川
县老城镇冢子坪村，在该村党群服务中
心门前的广场上，“三清理一公开”的公
示栏就在最显眼的位置。谁家是贫困
户，谁家用了补贴，村里有多少钱，花在
哪里……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

“财务清晰，阳光公示，还干部一
个清白，给群众一个明白，心里疙瘩解

开了，不猜疑了，不告状了，大家伙铆
足了劲儿发展致富。”该村村务监督委
员会负责人自豪地说，如今，村集体经
济收入 20 多万元，合作社还发展有
120亩的林果，“随着规模的扩大，村
集体每年收入十来万元轻轻松松。”

冢子坪村的变化，只是淅川县“三
清理一公开”专项活动发生蝴蝶效应
的其中一个案例。

所谓“三清理一公开”，即清理村
级财务，清理惠农资金项目，清理不合

格党员，深化党务村务公开。近年来，
淅川县以“三清理一公开”专项活动为
抓手，盯紧基层“微权力”，彻查村组“微
腐败”，盘活县乡村立体监督“一盘棋”，
构建基层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擘画顶层设计管长远

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
水源区、全国移民大县、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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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铮）12月 6日，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话和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研究我省经济
结构调整工作。省委书记王国生主持
会议。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尹弘，省政
协主席刘伟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产业、能
源、运输、用地“四大结构”调整工作进
展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重要讲

话精神，充分认识实施经济结构提质
行动是从源头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治本之策，是打造区域发展新优势的
具体举措，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支撑，切实增强落实新发展理念、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以优化经济结构、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谱写新时代中原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导，紧紧抓住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机
遇，持续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大
力实施绿色改造、智能改造和技术改
造，重塑传统产业竞争新优势，着力
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开创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新局面；持续推进
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稳步推进煤炭消
费减量工作，加大重点区域煤电机组
淘汰力度，大力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深
入开展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持续推

进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加大多式联运
信息平台建设力度，加强对重点工矿
企业源头管控，加快铁路专用线建设，
提升内河航运能力；持续推进用地结
构调整，加快编制省市县国土空间规
划，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加大露天
矿山综合整治力度，全面推动国土绿
化提速。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滚石上
山的劲头，扎实抓好“四大结构”调
整，努力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
济体系。③5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12月 8日，两位从郑州来新密伏
羲山玩的游客，听说当地有一座龟
山，传说是神龟幻化而成，于是沿着
山势转了几个弯，来到了龟山脚下。

在山脚下，他们发现了一大片菜
地。冬日暖阳下，水灵灵的大白菜圆
滚滚，笨菠菜肥硕的叶子绿得发黑。
五六十亩菜地被平均划分为若干个
40平方米的小菜园，木栅栏围得整整
齐齐，每块小菜园又分成 8小块，洋
葱、蒜苗、白菜、上海青等品种不一，
每垄之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旁边还
有 3座蔬菜大棚，里面种植的品种就
更多了，芦笋、茼蒿、香菜等“身娇肉
贵”的细菜琳琅满目。

像菜园，可是又跟泥土飞扬、品
种单一的寻常菜园不大一样，反倒有
点像花园，这究竟是啥地方？两位游
客犯起了嘀咕。

“欢迎来到我们的农业公园。”正
在地头干活的超化镇李坡村村委会主
任李卓谏笑着说。

老李穿着西装蹲在地里，乍看上
去有些“不伦不类”。可是，他纯正的
当地口音，朴实坦荡的言语，中和了那
一点不协调。

今年52岁的老李早年开过煤矿，
后来办起了房地产公司，是村里有名的
能人。去年村“两委”换届，他当选村委
会主任。“在外闯荡多年，本来就有意回
乡，再加上难得父老乡亲看得起，我就
想试试看。”老李说。

位于龟山脚下的李坡村早年植
被茂密，环境优美，地下蕴藏了丰富
的煤炭资源。可是，随着煤矿开采范
围的扩大，这里成了沉陷区，环境
大不如前。老李看在眼里，痛在心
里。当选村委会主任后，他决定甩开
膀子下劲干，带着乡亲们一起把村子
变个样。

杭州、徐州、东营，老李四处考察，
还请北京首农集团来出谋划策。专家
建议，坡地不平整，没法做大而全的农
业，却适合做小而精的农业公园。

超化镇副镇长周君玲介绍，在镇
里的支持下，李坡村进行土地整理，盘
活了5000多亩土地，老李自掏腰包流
转过来。山顶上，铺设了健康步道；山
腰，整出一块块梯田，除了种观赏树
种外，还栽了些果树，并专门辟出一
块地养些猪和鸡；山脚下，对原有的
窑洞进行改造，打算建民宿；民宿旁
边就是菜园，准备按照共享菜园的模
式，把菜地租给城里人，（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张海涛）12月 7日至 8日，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尹弘到信阳市调研，强调
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大别山精神，加快革命
老区发展步伐，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尹
弘详细了解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恢弘气势
和光辉历程。在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的
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尹弘向革命先烈敬献花
篮，鞠躬致礼，深切缅怀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随后，尹弘步入纪念堂，认真听取革命烈士事
迹介绍。尹弘表示，要进一步做好革命历史
资料收集工作，尤其要重视通过先烈后人、亲
友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更加客观详实地呈
现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历史。

尹弘强调，吃水不忘掘井人，党员干部要
自觉接受红色传统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巩固
升华理想信念，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激发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
力，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努力创
造出无愧先烈、无愧人民的新业绩。

尹弘走进新县浒湾乡李寺村贫困户余孝
全、脱贫户宋金霞家，来到光山县槐店乡晏岗
村脱贫户曾献强、余克胜家，详细询问政策落
实、家庭收入状况，仔细了解冬季取暖、子女就
学就业等情况，还考察了阿里巴巴数字就业扶
贫晏岗基地。当听到群众说感谢党的好政策，
日子越过越好时，尹弘勉励他们，扶贫先扶志，
要增强信心，提高技能，早日致富奔小康。

尹弘指出，脱贫攻坚战已经到了最后冲刺
阶段，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对照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聚焦深
度贫困地区、特殊贫困群体和“两不愁三保障”
突出问题，进一步保持攻坚劲头，补齐工作短
板，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确保如期高质量全面打赢脱贫攻坚
战。尤其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工作，加快各项事业发展步伐，把革命老区
建设得更好，让老区人民同全省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乔新江参加调研。③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专题研究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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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坡村建起“农业公园”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12月 8日，
记者从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获悉，由该公司承建的郑欧国际货
运班列“一干三支”铁海公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顺利通过验收，并被交通运输
部、国家发改委正式命名为“国家多式
联运示范工程”。

2016年开始，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建设工作在全国范围铺开，并确定了
首批 16个工程项目名单，郑欧国际货
运班列“一干三支”铁海公多式联运示
范工程入选。

该工程主要是指依靠陆桥大通道
和陇海通道、京广通道、郑日韩通道所
开展的以公铁、铁海公为主要方式的
联运项目。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欧

班列（郑州）在全国中欧班列中的综合
运营能力名列前茅，“连通境内外、辐
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有力地推动了河南空中、陆
上、海上、网上丝绸之路“四路协同”发
展和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截至 11月
底，中欧班列（郑州）已开行906班，累
计开行 2666班、货重 132.05 万吨、货
值114.95亿美元。

据介绍，郑州国际陆港依托中欧
班列（郑州）遍布欧洲、中亚等地区的
业务网络，发展运贸一体化，以贸易
促进物流发展。国家相关部委将中
欧班列（郑州）的“运贸一体化”发展
经验和运营模式作为典型，在全国中
欧班列中进行推广。③6

降保费，企业发展轻装前行

“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 19%
降到 16%之后，今年就可以为公司节
省 2.4亿元的开支，预计明年可以节约
3亿元。”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
司社会保险部相关负责人说，郑渝高
铁郑襄段、郑阜高铁开通，公司需要拿
出专项资金培训高技能服务人员，社
保降费可谓正当其时。

据了解，我省在国家授权范围内
顶格下调社会保险费率，“降、调、稳、
保”综合施策，给企业减负。

“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将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从原来
的 19%降到 16%。“调”整缴费工资基
数。调整职工缴费基数口径，以全省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加权计算的
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
为核定社保缴费基数“封顶保底”的上下
限，合理降低部分参保人员和企业的社
保缴费基数。“比如说，2018年全省城
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4575
元，比原使用的 2018年全省非私营单
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5346 元降低
771元。”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说，缴费基数与缴费比例双下调，企
业缴费的比例实实在在降下来。“稳”定
现行缴费方式。我省要求各地稳定现
有征缴方式，确保社会保险缴费征管有
序，工作平稳。不得增加小微企业实际
缴费负担，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
中清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
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保”障社会
保险待遇发放。加强资金调度，确保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机关
事业“中人”待遇加快兑现。

今年 5月至 11月，全省实际减征
社会保险费156.6亿元。

返补贴，给职工送上“定心丸”

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工作，是
人社部门预防失业的重要举措，（下
转第二版）

降保费返补贴 企业穿上“减负衣”
●5至 11月我省减征社保费156.6亿元 ●稳岗补贴至10月底已发放12.6亿元

李坡村共享菜园里上海青等蔬菜长势喜人。⑨3 本报记者 李英华 刘红涛 摄

□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孙琦英

我省企业进入转型升级、

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大规模

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让企业

发展轻装前行，释放动能。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通

过“降保费”“返补贴”等多种手

段，给企业减负“实打实”。据统

计，今年 5月至 11月，全省共向

企业减征社保费 156.6亿元；至

10月底，合计为企业发放稳岗补

贴 12.6亿元。不仅为企业发展

穿上“减负衣”，还让企业员工吃

上“定心丸”。

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花落”河南

中欧班列（郑州）经验全国推广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张
晨晨）12月 6日，纯碱期货在郑州商品
交易所上市交易，这是继棉花期权、红
枣期货和尿素期货之后，郑商所今年
上市的第4个品种（工具）。

据了解，纯碱是重要的基础化工
产品，有“化工之母”的美誉，广泛地应
用于建材、化工、医药等下游领域，在
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
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纯碱生
产国、消费国以及主要的出口国，市场
化程度高，行业竞争充分，产品品质稳
定、标准化程度高，运输安全便捷，适
合在期货市场上交易。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
长李彬说，当前我国纯碱行业正处于

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受供求关
系、环保政策等因素影响，价格波动日
趋剧烈，2018 年纯碱价格波幅超过
30%。频繁的价格波动困扰着纯碱企
业，也给下游诸多行业带来风险。纯
碱企业及行业协会多次呼吁，希望尽
快推出纯碱期货，为相关企业提供发
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工具。

郑商所理事长熊军表示，随着纯
碱期货挂牌交易，郑商所扛起了发挥
期货市场功能更好服务纯碱产业链
企业定价和管理风险、助力纯碱产业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
级的新的重任。今后，郑商所将更加
扎 实 地 做 好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各 项 工
作。③6

纯碱期货郑商所上市

/ 美丽乡村 /

近年来，我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各地依托特色，结合市场需求，不
断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和百姓增收。一幅乡村振兴
的画卷徐徐展开。图为12月 8日，“小画家”在夏邑县太平镇三姓庄村
写生。⑨3 苗育才 摄

光明日报关注81年党龄的新乡老干部申六兴

用毕生精力向焦裕禄学习美景入画

小学生也能当“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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