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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奋力实现 开新局“ ”

本报讯（记者 李点）1月6日，省政协副主席周春艳
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重要思想，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强大力量”主题，为省委党校主体班作专题辅导报告。

周春艳从人民政协从哪里来、现在何处、到哪里去
三个方面，对人民政协的历史功绩、性质定位和时代任
务进行了系统阐释。她指出，要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和加强党对
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广泛凝聚社会各界思想共识，不断推进新时代人
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切实发挥好人民政协在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要聚焦“十四五”发展规
划，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奋力谱写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③9

奋力开创新时代
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

“范浩源同学，向坚守战位的
你及全体官兵问好！母校老师和
学弟学妹们以你为荣！”日前，西藏
军区某边防团岗巴营昌龙边防连
驻 5592高地官兵的事迹经新闻媒
体报道后，边防战士范浩源的母校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师
生深受鼓舞。1 月 6 日，一封带着
全体师生祝福的慰问信，向驻守雪
山之巅的官兵们飞去。

2020年年初，西藏军区在日喀
则军分区某边境海拔 5592米的高
地设立5592观察哨，是目前海拔最
高、最艰苦的驻兵点。承担高地值
守任务的边防官兵，从最初的露天
乱石堆起就坚守一线，战风沙、斗
严寒、抗缺氧，始终保证祖国边陲
的和平安宁，5592高地也成为新时

代国防精神的象征。范浩源便是
驻守5592高地的一员。

6日上午，在南阳医专临床系
教学大楼，记者见到了范浩源在校
期间的辅导员钱大海。钱大海说，
范浩源入伍前是该校临床系 2017
级口腔 1班学生，2019年在校期间
主动报名参军，成为一名边防军
人。

“浩源是个健康阳光的孩子。”
钱大海说，范浩源平时喜欢打篮球
等体育运动，也热衷参与学校组织
的各种活动，他担任了班级体育委
员、系学习纪律委员和校学生会学
习纪律部长，还经常参加义务献血
和志愿服务，多次被评为校“优秀
学生干部”“三好学生”。

在新闻报道的视频里，钱大海
看到了戴着防弹头盔、穿着星空迷
彩服的范浩源，感到既熟悉又陌
生：“现在晒黑了，更精神了，有军
人的气质！”

“宁死不会让祖国的领土少一

寸！”范浩源在镜头前说出的誓言，
让钱大海热血澎湃，因为他是退伍
军人，曾是一名荣立过二等功的侦
察兵。在钱大海看来，如今自己的
学生也踏上前线守卫边疆，无疑是
又一代人对保家卫国情怀的最好
传承。

南阳医专临床系党总支书记
秦玖纲告诉记者，作为大学生士兵
入伍时，范浩源按规定可以选择服
役地区，而他当时就给征兵部门写
下了请愿信，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
西藏前线。报道播出的当天，该校
发出了向范浩源学习的号召，并组
织全校学生集体收看新闻报道。

“ 我 请 战 ，到 海 拔 最 高 的
5592！”记者了解到，在央视报道中
播出的那封感人书信，就是范浩源
写下的。范浩源是第一批参加建
设全军海拔最高 5592哨所的大学
生士兵，他的事迹也激励了更多学
子投笔从戎、报效国家。前不久，
该校老师和范浩源联系时，他表示
退伍后将返回母校继续学业，等学
成后在新的岗位上回报社会。③5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 月 6
日，河南“单一窗口”跨境电商业务
成绩单出炉，根据电子平台数据显
示，2020年全年“单一窗口”跨境电
商进出口累计申报 15057万单、货
值 1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3%、
77%，业务量首次突破 1.5 亿单大
关。2020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长明
显，企业完成申报 8808万单、货值
36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47% 、
245%。

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传统贸
易遭受巨大冲击的背景下，跨境电
商产业更成为我省稳外贸的重要
抓手。河南“单一窗口”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助力河南跨境电商产业
在2020年实现逆势飘红。

据河南电子口岸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提升产业服务支撑能
力，促进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效，河

南“单一窗口”坚持7×24小时在线
服务，充分发挥各类政务通关业务

“零接触”“一网通办”的服务优势，全
面提升金融、保险、大数据分析等特
色服务功能，保障企业安全、稳定、高
效通关，积极支持企业尽快复工复
产，助力郑州机场货运包机不断航，
中欧班列及早常态化运行，邮政口岸
实现“三关合一”，持续发挥“四路协
同”开放通道优势。同时，进一步优
化跨境电商通关监管流程，河南“单
一窗口”实现了全省跨境电商通关系
统监管端的融合统一，为跨境电商产
业在更高水平上健康快速发展打造
了良好平台。另外，河南“单一窗口”
软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积
极对接中国电子口岸，将数据传输通
道由10条扩充至15条，系统峰值处
理能力达1000单/秒，单日稳定处理
能力3000万单以上，位居全国电子

口岸前列。
目前，河南“单一窗口”平台功

能已覆盖口岸大通关全流程，成为
我省外贸企业通关的主平台，尤其
在服务跨境电商新业态方面作出
了突出的贡献，吸引了菜鸟、唯品
会、京东等龙头企业在我省持续扩
大产能布局，助力航空港区成为国
内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
境电商发展基地。下一步，河南电
子口岸公司将继续依托河南“单一
窗口”，开展服务创新，推进功能在
国际贸易产业链上前伸和后移，助
力跨境电商产业形成竞相发展、高
质量发展的格局，进一步扩大我省
对外开放，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③9

我省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再进一步

审批缩至100个工作日内

“我请战，到5592，到前线的前线！”
边防战士范浩源事迹鼓舞南阳母校学子

1月5日，在卢氏
县范里镇东寨村，当地
群众抢抓晴好天气，晾
晒粉条。当地的粉条
口感爽滑筋道，深受
市场青睐，群众通过
粉条加工走上致富之
路。⑨3 聂金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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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医疗机构是疫情防控救治的“主力军”。目前，全

省各级医疗机构围绕发热门诊管理、院感防控排查、核
酸检测、人员培训等进一步强化措施，持续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充分发挥发热门诊的“哨
点”作用，切实做好预检分诊工作。1月6日，该院副院
长苟建军告诉记者：“所有发热患者及来自中高风险地
区的患者，都要先到发热门诊就诊，并进行核酸检测；
所有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也要接受核酸检测，做到重
点人群检测全覆盖。”同时，该院进一步加大了物资储
备力度，保证满足一个月满负荷运转使用；增加核酸检
测设备、储备足够的检测试剂，全院已培训咽拭子采集
人员500人、核酸检测人员150人，日最大检测量可达
1万人份。

为抓实抓细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我省已印发《关于
做好 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
地各单位健全疫情防控指挥体系，坚持常态化精准防
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工作。记者获悉，省卫健委将启动24小
时疫情防控指挥值班体系，保持战时状态，切实做好应
急处置人员、物资准备，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值守。一旦
发现确诊病例，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坚决防止疫情扩
散。③4

人物同防
筑牢疫情防线

●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进一

步压缩，全省 8大类标准流程的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时限全部控制在 100个工作

日以内。

●全省 105个县（市）、52个市辖区

均已实现工程建设项目线上办理，实现

市县区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谭勇 通讯员 朱培伦）“真没想到，
分步办理让我们这么快就拿到了施工许可证，项目动
工提前了2个月。”1月 4日，安阳市建业世和府项目负
责人感叹道。

工程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是安阳市工程建
设审批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安阳市 2020年 7月份
实施分步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样既是对并联
审批、联合审查、联合审图、容缺办理、告知承诺制等改
革成果的检验，也极大地节省了企业审批时限。这是
我省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个缩影。

“聚焦群众和企业反映突出的‘痛点’‘堵点’‘难
点’，通过持续不断的改革攻坚，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时限进一步压缩，全省 8大类标准流程的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时限全部控制在100个工作日以内。”河南省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巩魁生说，我省各地还在
科学谋划加强分级分类管理，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对
于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产业类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
批时间压缩至15个工作日。

我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改”的不仅是时
限，全流程全覆盖也逐步到位。全省 17个省辖市、济
源示范区对照省工改办公布的审批服务事项清单，梳
理出本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全部纳入
工改审批管理系统，全省 105个县（市）、52个市辖区
均已实现工程建设项目线上办理，实现市县区全覆盖。

我省网上审批流程也在进一步优化，并联审批、联
合审验持续推进。通过在河南政务服务网设立“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专栏，以“豫快开工”为主题，打造 8大
板块，各市工改审批管理系统均上线“好差评”模块，及
时了解企业诉求，结合企业需要优化改革措施，提高了
工改的成效和企业满意度。

2020年，全省已累计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系统在线办理项目 16220 个，办理审批服务事项
42601个，线下综合窗口累计服务项目 7767个，累计
实施“一张表单”申报材料的项目 15184个，为工改注
入了强劲动力。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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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怕吃苦、不畏严寒，坚

守祖国边疆最高驻兵点，为祖国

站岗放哨、保卫祖国安全，守护人

民幸福的英雄行为感动了我校全

体师生！

“ 我 们 也 想 去 ，即 便 爬 不 上

5592，也为他们做点后勤工作。”

“雪山知道，雄鹰知道，家乡、

亲人、母校的老师和学弟学妹们

都在牵挂着你们，祖国和人民永

远不会忘记。”

“有国才有家，你们是祖国边

疆最美的风景线。”

……

最后，祝每一位边防战士和

家人身体健康，再立新功！

——节选自南阳医专学子的

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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