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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五版）
省委副秘书长，省接待办党委

书记、主任张荣斌表示，将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巡视的重要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落实政治责任，全力
支持配合巡视组做好各项工作；遵
守巡视纪律，严格请销假制度，严守
保密纪律等相关规定，自觉接受巡
视监督检查；对巡视组指出的问题，
诚恳接受、即知即改，主动认领、对
账销号，逐一落实。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社长董林表示，将提升政治
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贯彻好
省委巡视工作安排部署；切实端正
态度，以强烈的使命感全力支持配
合好巡视工作；强化整改落实，以现
实的紧迫感和对党的绝对忠诚做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河南、谱写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党媒集
团新的更大贡献。

河南广播电视台党组书记、台
长王仁海表示，将主动提高政治站
位，坚决贯彻巡视工作部署，确保

“全面体检”有质有效；主动对接到
位，服从巡视工作安排，确保巡视工
作顺利开展；主动接受监督，实事求
是汇报工作，全面真实反映情况；主
动查找问题，以优良作风抓好整改，
做深做实巡视“后半篇文章”，为谱
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作出更大贡献。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
山表示，省委巡视是对教育系统的
一次全面“政治体检”，必须把接受
巡视作为寻找差距、改进作风的重
要契机，提高政治站位，严肃纪律要
求，正视问题不足，全力支持配合巡
视工作，做到巡前即知即改、巡中立
行立改、巡后全面整改，努力以巡视
整改的实际成效践行“两个维护”，
打造河南立德树人品牌，锻造“河南
教育铁军”，加快推动全省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刘志军表示，全校上下要站在政治
和大局的高度，深刻认识省委巡视

“回头看”的重大意义，把接受巡视
监督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主动接受监督，全力支持配合，为巡
视组顺利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要以这次巡视为契机，把巡视成果
转化为办好人民满意大学的实际成
效。

商丘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司林胜
表示，省委决定对学校开展巡视“回
头看”，是对学校工作的再一次“政
治体检”。要扛牢政治责任，切实增
强自觉接受巡视“回头看”的政治意
识；要全力支持配合，始终坚守对党
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抓好
整改，切实担当高质量发展的初心
使命；要以巡视“回头看”为契机，推
动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100周年。

信阳市副市长、浉河区委书记
翟晓宾表示，将提升政治站位，坚决
贯彻省委巡视安排部署。严守政治
纪律，全力保障巡视工作顺利开
展。坚持问题导向，切实抓好反馈
问题整改落实。注重统筹兼顾，奋
力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真正把
巡视过程变成全区查找差距、转变
作风、提升能力、促进发展的过程。

濮阳市华龙区委书记蔡洪峰表
示，将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

“回头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
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的要求部署上来，以端正的态度配
合省委巡视组的监督检查。积极接
受监督，严守工作纪律，保守工作秘
密，全面做好各项配合服务。虚心
诚恳认领巡视发现的问题，建立方
案台账，加大整改力度，确保反馈的
意见全部整改落实到位。

践行以巡促干 强化成果运用
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赵
庆业表示，省财政厅党组将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巡视工作的
重大意义，不断增强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把全力支持配合做好巡视
工作作为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以

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以巡视
整改为契机推进财政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动财政事业
高质量发展。

省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宏伟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关
于巡视工作的重要部署上来。增强
政治自觉，以坚强的党性原则、鲜明
的政治态度、严明的纪律要求，坚持

“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推动
巡视整改主体责任落实落地落细，
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推进全省广
电行业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有机结
合、互促共进。

南阳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刘荣英
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确保巡视“回
头看”工作高质量推进。要认真落实
巡视组各项工作安排和要求，全心全
力支持配合巡视组工作。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将巡视“回头看”整改作为当前
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
要深化整改成效，将巡视整改成果转
化为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商水县委书记孔阳表示，这次
省委巡视“回头看”，是对商水县委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一次“政
治体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要切实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积极
配合监督的政治自觉，对巡视组指
出的问题，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全
面整改。要充分用好巡视成果，持
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
围，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项城市委书记赵丹表示，项城
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
接受省委巡视“回头看”作为当前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积极主动配合，自
觉接受监督。对巡视组指出的问
题，要诚恳接受、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全面整改，确保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落实。要做好统筹兼顾，把省
委巡视“回头看”与当前各项工作结
合起来，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再
上新台阶。

驻马店市驿城区委书记毕启民
表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

要强化政治意识，增强主动接受巡
视、全力配合巡视的政治自觉；要夯
实政治责任，把巡视“回头看”工作
做细做实做好；要严明政治纪律，为
巡视组高效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
境；要直面问题、强化措施、立行立
改，以高质量的巡视整改促进全区
各项工作更好发展。

安阳市龙安区委书记李可表
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自
觉主动接受巡视监督、支持巡视工
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
的工作部署上来。严肃工作纪律，
坚持领导带头，自觉接受巡视检查，
实事求是反映情况。对巡视组反馈
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切实抓
好整改落实，推动龙安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安阳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纪多辙
表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巡视“回头
看”工作部署，自觉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把接受省委巡视“回头
看”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历
练，用省委巡视“回头看”成果集聚
起推动学院党的建设和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力量。

新乡医学院党委书记陈建国表
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坚决服从巡
视“回头看”工作安排，坚决支持配
合巡视组工作。全校党员领导干部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省
委巡视工作部署；全力配合、严守纪
律，切实保障巡视工作顺利开展；把
握机遇、加强整改，努力推动学校事
业健康快速发展。

淇县县委书记杨建强表示，要
主动提升站位，坚持问题导向，自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工作部署
上来。全力支持配合，认真做好组
织协调、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严
格落实要求，主动接受巡视监督，确
保巡视组全面真实了解情况。坚决
抓好整改，对发现问题主动整改、即
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以巡
视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淇县工作
取得新进展。③5 （本报记者）

被巡视党组织：

主动接受巡视 诚恳接受监督
助推河南“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上接第一版）实行“月通报、季公示、
半年考评、年终考核”和现场会推进、
奖补先进等措施，同时将四水同治工
作纳入全市党的建设和经济发展“两
个高质量”绩效考核，自上而下传导压
力、压实责任。

在天蓝水碧的邓州湍河国家湿地
公园，始终有一抹党建红格外亮眼，志
愿者们胸佩党徽，臂戴“党员巡河”袖
章，一边捡拾纸屑，一边向市民宣传河
道环保知识。这是南阳市将河长制工
作与全域党建深度融合、共绘绿水青
山新蓝图的一个缩影。为落实河长
制，南阳探索出“党政负责制、部门协
作制、行业网格制、绩效评价制，治乱
法制化、治理系统化、监管信息化、参
与全民化”的“四制四化”工作模式，河
长制工作实现了从“有名”“有实”到

“有为”三级跳。
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还有南阳

去年年底举办的“绿水”擂台赛，各县
市区主要领导登台打擂，以图文并茂
的形式汇报四水同治工作成效，通过
立擂、摆擂、攻擂、守擂，形成了明争暗
赛、比学赶超的治水兴水新局面。

荣誉总是格外偏爱那些敢想、敢
拼的人。2020年 12月南阳市在全省
四水同治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

“四制四化”落实河长制工作被评为
2020全国基层治水十大经验之一。

构建生态南阳大格局

南阳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
源地、渠首所在地和淮河发源地，是河
南粮食生产核心主产区，建设生态南
阳，确保粮食安全，是南阳的使命与荣
光。

一张蓝图绘到底，绘就生态南阳
的幸福底色。南阳始终把统筹谋划、
系统治理贯穿四水同治全过程，按照
切实可行、适度超前、科学合理、多规
合一的原则，科学谋划四水同治“双十
双百双千”项目库，超前谋划“十四五”
水安全保障规划，完成中心城区水系
建设和景观提升规划，为建设新兴区
域经济中心、确保一渠清水永续北送
擘画了水利蓝图。目前，全市完成289
条重点河流和 392座水库管理范围划
定，为有效开展河湖管理奠定了坚实
基础。

在南阳人的骨子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早已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构建生态大格局更是贯穿于高
质量发展中的一条金线。该市统筹大
水利、大农业、大生态，推进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治理，以生态修复、水系连
通、河道治理为重点，构建以伏牛山、
桐柏山生态屏障，南水北调中线渠首
水源地及中线干渠、鸭河口水库及白
河流域生态走廊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建
设大格局，丹江口库区及淮河源头生
态与水质保护、国储林、沿河通道林、
水源涵养林、河湖湿地、水土保持建设
全面展开，逐渐勾勒出南阳四水同治
的清晰轮廓。

通过严格环境准入、加强污染治
理、强化环境执法等有效措施，协同发
力，坚持治水先治污，消化存量、遏制
增量，累计投入资金 308亿元，建成县
级以上污水处理厂 29座，日处理能力
93万立方米，建成中心城区30万吨污
水处理厂三期及中水回用工程，全市
污水处理率达 90％以上，出境断面水

质达标率稳步提升，水环境状况持续
改善。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实现了污
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实施生态造林
361万亩，完成汇水区 92条小流域综
合治理，丹江口库区水质稳定保持在
Ⅱ类以上标准。

统筹南阳水利大发展

四水同治绝非“纸上画画、墙上挂
挂”，必须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项
目，将憧憬化为现实，南阳以实施重大
项目为抓手，统筹水利大发展。2019
年以来，全市共谋划四水同治项目
247个，总投资 352亿元，在建和完工
项目 236 个，完成投资 195 亿元。中
心城区新城区月季园、高铁片区水系
建设、老城区内河治理，为打造“满城
绿色半城水”新南阳和创建国家文明
城市、卫生城市以及成功举办世界月
季洲际大会做出了突出贡献。方城县

“三河一廊”、社旗县潘赵河、唐河县桐
河、西峡县鹳河等一批水环境治理项

目相继开工，唐白河干流防洪治理、虎
山水库除险加固等工程稳步实施，完
成南召县、唐河县水系连通工程，建设
方城县新裕水厂、邓州市赵集水厂、唐
河县三水厂等供水项目。去年疫情期
间，南阳市统筹疫情防控和水利发展，
市、区联动成功争取卧龙区全国水系
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项
目，南阳作为分会场参加了全省四水
同治项目集中开工动员会，掀起水利
建设高潮，为“六稳”“六保”做出了积
极贡献。

助力美丽乡村大振兴

荷塘月色，河岸蛙鸣，这个曾经是
游子梦中的乡愁，在南阳广大农村照
进了现实。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
水环境治理，南阳把坑塘整治作为突
破口，2019年率先对全市 500立方米
以上的 2万多座坑塘实施综合治理，
先后召开现场会 12次，实现了“三年

任务两年完成”。治理后的坑塘集灌
溉、养殖、防汛、观光、休闲等功能于
一体，成为农村一处处宜人景观，更
成为发展特色产业的“聚宝盆”。小
坑塘撬动大民生，南阳“千村万塘”综
合整治入选 2019全国 29例基层治水
经验。

作为农业大市，南阳大力实施“藏
粮于地”战略，持续推进鸭河口、老龙
潭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节水改造，
建设高标准农田 161万亩。加快实施
农村“厕所革命”，投资 35亿元，改厕
88.3 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6％。
大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累计投资 18.5 亿元，确保了 2133
个行政村 324.5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
全。唐河、邓州等县市积极谋划优质
水进农村项目，全市城乡供水一体化
迈出坚实步伐。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今的
南阳大地，河湖水系星罗棋布，清流碧
波点缀城区，人工湿地净化污水，水闸
大坝拦蓄洪水……在全省四水同治的
洪流中，南阳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他
们作为弄潮儿，在加快水利现代化建
设的激流中奔跑跳跃，演绎着“水润四
季、波澜不惊”的动人诗篇，绘就“水清
安澜、人水和谐”的崭新画卷。

四水同治的南阳路径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本报通讯员 周爱春

你是否还记得去年国庆长假期间凛冽
的寒风和早早穿上秋衣秋裤的自己？当
时，东北、华北都已跌破冰点，部分地区积
雪深度达到 6厘米，一时间，“历史罕见的
极寒天气来袭”“将出现 60年来最冷寒冬”
等说法在网上流传。

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断言“冷冬”太草
率啦！3月 8日，记者从省气象局获悉，气
象意义上的 2021年冬季（2020年 12月至
2021 年 2 月），全省平均气温为 4.1℃，与
2017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次高值，仅次于
1999年。

什么是暖冬？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记芳介绍，某年某一区域整个冬季（全国
范围冬季为上年 12月到该年 2月）的平均
气温高于常年值或气候平均值时，称该年

该区域为暖冬，否则为冷冬。
省气候中心数据显示，2021 年冬季

（2020年12月至2021年 2月），全省冬季平
均气温为 4.1℃，较常年同期偏高 1.9℃，比
去年同期偏高 0.1℃，与 2017 年并列为
1961 年 以 来 次 高 值 ，仅 次 于 1999 年
（4.3℃）。与常年同期相比，各地气温均偏
高，林州、博爱、孟津等 31站平均气温为建
站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此外，数据显示，全省 2021 年冬季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2月）平均降水量
为49.5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比去年
同期偏少 46%；平均日照时数为 484.9 小
时，较常年同期偏多88.0小时，比去年同期
偏多124.3小时。

省农业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李彤霄
说，预测显示，3月我省气温偏高，大部地区
降水偏多，中下旬需防范倒春寒和晚霜冻
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③5

数据显示

河南经历了60年来
温度第二高“暖冬”

3 月 8 日，
平顶山市西环
路宝丰段正在
紧张建设。该
工程北起宝丰
县周庄镇东，南
至鲁山县张良
镇 东 ，全 长
24.768 公 里 ，
全线采用双向
四车道一级公
路技术标准，建
成后将拉大城
市框架，与该市
东、南、北三条
道路共同形成
平顶山环线交
通网。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
体记者 聂颦颦）3月 5日至 6日，副省长戴
柏华到信阳调研社会保障工作。

戴柏华先后来到固始县医保大厅、残
疾康复中心、社会福利中心和潢川县智慧
大厦、付店镇等地，详细了解医保服务管
理、基层社保平台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落实
等情况。

在座谈会上，戴柏华强调，要提高政
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总书记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社会保障事
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坚持系统观
念，统筹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强化问
题导向，解决好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
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切实加
强监管，完善资金监管体系，推进监管能
力建设，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
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
款”；优化管理服务，突出精准化、精细化，
做好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服务保障；严
格制度执行，抓好国家和我省各项改革措
施落地。③4

本报讯（记者 祁思元）3月 8日，副省
长武国定到洛阳市检查调研安全生产和消
防安全工作。

武国定带领省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部
门负责同志，先后深入洛龙区泉舜购物广
场、省级消防物资储备库（伊滨）、中石化洛
阳分公司、洛阳炼化宏力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等地，认真检查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和风
险管控工作，详细了解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双重预防体系建设等情况。

武国定强调，做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责任
更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统筹
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推进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要坚持问题导
向，扎实开展好全省明察暗访活动，加强双
重预防体系建设，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责任，落
实“三管三必须”原则，持续抓紧抓实抓细
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全国两会期间和全年
我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③9

推进社会保障事业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扎实做好全国两会期间
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马涛）3月 8日，省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全体人员会议
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落实全省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大会各项安排，对近期学习教育重点工作
进行研究。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出席会议并
讲话。江凌指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是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学习
研究，强化统筹协调，切实增强组织好全省
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全省
学习教育有力有序开展。

江凌强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坚持先
学一步、学深一层，深刻领悟党中央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深远政治考量、准确把握党
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要切实发挥统筹协
调作用，建立健全工作协同机制，加强对全
省学习教育的督促指导，把开展学习教育
与推动“十四五”开新局各项工作结合起
来。要创新方法，加强对学习教育重点工
作的研究谋划，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层级的
党员干部开展分类指导。要注重实效，克
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学习教育成效转
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等工作的实际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河南建设开好局、起好步。③9

加强统筹 创新方法 注重实效
扎实有效推进全省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