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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
百年路

同心 小康奔

本报讯（记者 刘勰）为进一步严肃
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近日，省纪委
通报3起跑官卖官等典型案例。

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李少敏卖
官案。2003年年底至2019年春节前，李
少敏在担任洛阳市委常委、秘书长、组织
部部长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为他
人在职务调整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
洛阳市瀍河区委原书记原锋、宜阳县委
原书记谭建忠、洛宁县委原书记高维勋、
洛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李冠甫
等 43 名党员干部财物共计 323.34 万
元。此外，李少敏为两人当选省、市人大
代表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 22.6 万
元。同时，李少敏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
违法问题。2021年 2月，李少敏被开除
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向李少敏买官人员
的问题线索正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

河南省省管国有企业监事会原主
席陈祥恩拉票贿选案。2011年至2012
年，陈祥恩为在省委第九届委员会、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
获得选票，宴请相关人员为其拉票。同
时，陈祥恩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

题。2018年 6月，陈祥恩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2019年 4月，被判处有期徒
刑12年。相关人员已受到相应处理。

三门峡市个别党员干部向原市委
书记赵海燕跑官要官案。2016年三门
峡市县两级党委换届期间，三门峡市多
名党员领导干部为本人或他人调整工作
岗位、职务晋升，先后通过他人或直接向
时任三门峡市委书记赵海燕说情打招
呼。向赵海燕说情打招呼人员及相关领
导干部均受到相应处理。赵海燕不仅未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职责，对
跑官要官不正之风姑息迁就，而且还接
受多人说情打招呼。同时，赵海燕还存
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17年 1
月，赵海燕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2018
年1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通报指出，上述 3起案件暴露出个
别党员领导干部党性意识不强，纪法观
念淡薄，置党纪国法、组织要求于不顾，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请客送礼、拉票贿
选，严重破坏了干部选拔任用正常秩
序，损害了选人用人公信度，败坏了党
和政府的形象，污染了当地政治生态。
对上述案件的查处，充分彰显了省委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正确选人用
人导向、严字当头明规矩的坚定决心，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查处的案件中深刻
汲取教训、切实引以为戒，清醒认识到
红线底线在哪里、违纪后果是什么，自
觉远离红线、守住底线。

领导班子集中换届，是选人用人腐
败和不正之风易发多发期，是党风廉政
建设的重要窗口期。通报要求，全省各
级党委要加强对换届工作的全面领导，
确保换届工作健康有序平稳进行。党
委书记要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
任，坚决刹住选人用人上的腐败和不正
之风，切实维护换届纪律的严肃性。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有力有效监督贯
穿换届工作的各环节、全过程，畅通信
访举报渠道，对反映的拉票贿选、买官
卖官、跑官要官等问题线索优先办理、
快速处置，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
息迁就，对典型问题一律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广大党员干部要讲政治、顾大
局、守规矩，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体
现在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上，体现在
自觉接受和服从组织安排上，体现在以
实际行动营造良好换届风气上。③6

本报讯（记者 刘勰）为进一步严明
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
换届环境，近日，省纪委通报 3起诬告
陷害典型案例。

省司法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黄真
伟诬告陷害案。2019年 4月，某省辖市
常务副市长一职空缺，时任省司法厅党
委委员、副厅长的黄真伟认为自己可能
是拟任人选之一。为了竞争该职位，黄
真伟安排他人编造反映另一候选人问题
的匿名举报信并寄给省委相关领导，严
重影响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造成恶劣
影响。同时，黄真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2020年 3月，黄真伟被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2020年 12月，被判
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0万元。

尉氏县委原常委、办公室主任胡师
民诬告陷害案。2016年至 2018年，因
谋求职务晋升得不到满足，胡师民便多
次使用以他人名义登记的手机号码，将
从网上看到或道听途说的信息编辑成手

机短信，匿名发给开封市多名领导干部，
诬告陷害他人，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同时，胡师民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2019 年 9 月，胡师民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2020年 11月，被判处有
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原副
主任翟丽萍诬告陷害案。2012年 12月
以来，翟丽萍多次在开封市中级人民法
院调整干部期间，编写匿名举报信安排
他人投递，举报内容涉及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多名领导班子成员和相关党员
干部，严重影响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同时，翟丽萍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
问题。2019 年 9 月，翟丽萍被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2021年 1月，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

通报指出，对以上 3起案件的严肃
查处，充分彰显了党委、纪委严明纪律
规矩，严惩诬告陷害行为，营造风清气
正选人用人环境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

度。诬告陷害行为干扰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挫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
必须严惩不贷。

省纪委强调，加强换届风气监督，
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营造良好政治
生态，对全省换届工作健康平稳开展具
有重大意义。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
扛起主体责任，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惩
治诬告陷害行为，切实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严格执行中央“十严禁”要求，对诬告陷
害行为做到露头就打、快查严办，及时
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确保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顺利开
展、风清气正。广大党员干部要提升政
治站位，自觉做到讲政治、顾大局、守规
矩，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把从党史学习教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
量用在干事创业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河南、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
彩的绚丽篇章作出积极贡献。③8

省纪委通报三起
跑官卖官等典型案例

省纪委通报三起在干部选拔任用期间
诬告陷害他人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济源思礼镇水洪池村位于太行山
上，海拔 1470米，是我省高海拔的行政
村之一。4月 12日，记者来到水洪池村
的时候，这里一派热闹的景象：拍照的、
写生的、徒步的、骑行的、野营的、拓展训
练的……在村头开农家乐的村民苗保
同开心地说：“俺村现在可热门儿了，大
城市的人都往这儿跑哩。”

水洪池村以前有不少“名片”，如：
因与山西阳城接壤，人称“一脚踏两
省”；因山高谷深，下山无路，人称“悬崖
村”。该村党支部书记苗升平介绍：“正
因为下不去山，俺村跟附近山西农村的
交流就多了起来，村民娶山西媳妇，说
山西方言，盖的房子都是山西风格的。
因为俺村海拔较高，所以天气寒冷、位
置‘冷’；因为没有路，所以受冷落，村民
出去得多回来得少，村里越来越冷清，
群众的生活也是越过越‘冷’，没有一点
热乎劲儿。”

“现在好了，俺村彻底变了。”苗升
平说，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村民拿起
钢钎和铁镐，发挥愚公移山精神，打通
了到济源城区的下山路，“路一通，俺村

林泉、洞瀑等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立马
吸引了很多外面的人。”

苗升平说的“外面的人”，不仅包括
那些采风的作家、画家、摄影家，热爱户
外的登山者、徒步者、骑行者，还包括准
备在这儿经营餐饮、开发旅游的投资
者，热衷保护森林和野生动植物的公益
爱好者。

水洪池村“热”起来后，聪明的村里
人审时度势，开饭店、当导游，越来越多的
农民吃上了“旅游饭”，念起了“生意经”。
土蜂蜜、野菊花、冬凌茶、柿饼馍……村
里的土特产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了城
里人眼中的“香饽饽”。苗保同说：“夏
天来这里旅游避暑的人特别多，光是卖
手擀捞面条，一天就能卖 1000 多元。”
与此同时，大型宾馆、户外运动救援服
务站等也先后在村里开业运营。

现在的水洪池村又多了不少新“名
片”：“中国森林氧吧”“中原避暑山庄”

“ 传 统 村 落 ”“ 写 生 基 地 ”“ 世 外 桃
源”……

“该村原是省定贫困村，已于 2016
年摘掉了贫困帽。”思礼镇党委书记陈
瑞忠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在康养、民宿
等方面继续探索发展乡村旅游的最佳
模式，使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同步推进，让水洪池村成为更多人
旅游观光的热门选择。”③8

被森林环绕的水洪池村⑨3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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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焦一体化蓝图绘就，构建“一河通五轴、一带
联两心、两山协两拳”新格局

中原大省有多少中医大师？
——“河南中医药家底有多厚”系列报道 之二

□本报记者 曹萍

在河南的中医药圈，活跃着这样
一群“80后”“90后”中医大家：93岁
的国医大师张磊仍坚持坐诊带徒；近
80岁的国医大师唐祖宣常现身中医
药推广活动；82岁的首届全国名中医
毛德西时常深入基层讲课……

你知道自己身边有多少中医大师
吗？近年来，河南涌现出 3名国医大
师、3名全国名中医、4名“岐黄学者”、
72名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老一
辈中医大师治病开药、推广中医药，让
中医药文化在河南更加璀璨。如今，
他们的衣钵也有了继承人，2名“青年
岐黄学者”，两批中医药领军人物、青
苗人才等异军突起，中医药特色人才
队伍在不断壮大。

重传承
中医精髓代代传递

很多患者第一次到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找张磊看病，都会被
诊室内的“阵仗”吓一跳。

4 月 12 日上午又是张磊出诊的
时间，诊室内，张磊端坐桌前看病开
药，在他身后还有十几个人，或仔细倾
听、或飞快记录。“我们都是张老师带
的徒弟，这里不仅是诊室，也是课堂。”
其中一名学生李亚楠笑着说。

李亚楠去年 9月拜在张磊门下，
张磊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于 2018年
成立，已收徒 26人，其中有临床一线
的中医骨干，也有高校在读博士生。
在河南省中医院院长崔应麟看来，“中
医有很多个体化的用药、用方思路，往
往是著作和教材覆盖不到的，通过长
期跟师学医，可以把名老中医的学术

思想和医术精粹传承下去。”
传承才能创新。如今，全省有国

医大师传承工作室 3个、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72个、全国名中
医工作室 3个；4人当选“岐黄学者”、
2人当选“青年岐黄学者”；已启动河
南省第二批中医药领军、拔尖、青苗人
才培养工作，传承精粹、守正创新，培
养了一大批高层次中医药人才。

强基层
中医药服务触手可及

中医药在基层有着强大的群众基
础，同时，随着中医馆在全省“遍地开
花”，基层对于中医药人才的渴求也更
加强烈。

4 月 10 日，在济源职业技术学
院，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生导
师王绍霞被团团围住。她正在演示

“眼针”疗法，几根细细的银针轻轻扎
入患者眼周皮肤，令人啧啧称奇。

这是河南省2021年“基层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第二站的一项培训内
容，当天有 5位省内中医专家带来了
小针刀等中医特色疗法培训，偌大的
学术报告厅内座无虚席，济源各乡镇
卫生院医生等300余人赶来“取经”。

“这些适宜技术便捷实用，非常符
合基层百姓的需求，对我们开展中医
药治疗有很大帮助。”一位医生兴奋地
说。

2021 年，我省将定期组织开展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活动。“以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为切入点，在全
科医生队伍培训中全面加大中医药融
入力度，让优质的中医药特色技术和
人才扎根基层。”省卫健委中医处副处
长徐宏伟说。

除了线下活动，我省还充分利用
互联网开展线上培训，扩大培训覆盖
面。2020年，省辖市级以上组织中医
药适宜技术培训班35期，线上线下累
计培训20余万人次；启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充实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

扩规模
特色人才队伍日益壮大

院校教育是培养中医药特色人才
的重要阵地。我省中医药高等教育起
步早、发展快。如今，在各中医机构，
很多中医师都拥有高职、本科学历，硕
士、博士也不鲜见，形成了多层次、多
学科、多元化的人才格局。

根据2019年的统计，我省有河南
中医药大学、南阳理工学院等5所本科
高校开设中医学、中药学、中医儿科学
等相关本科专业点15个；南阳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等16所专科院校开
设中医学、中药学、中医骨伤等相关专
科专业点22个，每年中医药类相关专
业本科、专科招生规模为 5500 人左
右。

省卫健委中医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我省中医药院校教育规
模还将继续扩大，以培养更多合格中
医药人才，满足群众就医需求。”③8

河南日报、大河网联
合河南省中医院药
学部、郑州现杰中医
药研究所共同举办
有奖竞猜，扫码即可
参加

本报讯 （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作为郑州都
市圈、洛阳都市圈唯一“双圈”叠合城
市——焦作，与郑州的一体化发展迎来
了新的重要机遇。4月 13日，记者从
焦作市发改委获悉，《郑焦一体化发展
规划（2020—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日前获得省中原城市群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正式批复。郑州与焦作两地
将“手牵手”，着力构建“一河通五轴、
一带联两心、两山协两拳”的郑焦一体
化发展总体布局。

《规划》涉及范围包括郑州市、焦
作市全域，国土面积11517平方公里，
其中郑州市域、焦作中心城区、武陟
县、温县为一体化重点发展区域。

《规划》明确了郑焦一体化区域的
发展定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示范区、国际知名文旅康养产
业展示区、区域一体化改革创新引领
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先导区。

《规划》提出要构建“一河通五轴、
一带联两心、两山协两拳”的郑焦一体
化发展总体布局。

其中，“一河”，即黄河；“五轴”，即
郑焦城际铁路轴线、郑云高速轴线、国
道234轴线、焦唐高速轴线、省道
237（国道 207）轴线；“一带”，即
郑焦产业带，重点建设郑焦
科创走廊、郑焦智造走廊、郑

焦晋智慧物流走廊；“两心”，即以郑州
国家中心城市为主中心，焦作区域性
中心城市为次中心；“两山”，即云台
山、嵩山；“两拳”，即太极拳、少林拳。

《规划》为郑焦一体化设定了近期
目标和远期目标。其中，近期目标为，
2025 年郑焦一体化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郑焦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郑焦一体化将增强区域综合实
力，保持郑焦经济良好发展态势，预计
2025年，区域生产总值突破2万亿元，
郑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4%。现
代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区域第三产业
结构持续优化，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
造、商贸物流等特色优势产业竞争力、
影响力显著提升。

对两地居民来说，郑焦一体化之
下，两地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将持续缩
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
保持同步。同时，两地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基本实现一体化，教育医疗、健
康养老、社会保障、金融服务等实现共

建共享，15 分钟生活圈覆盖率达到
90%。

到 2035年，郑焦一体化发展达到
较高水平，郑焦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建
成。

近年来，随着郑焦之间复合型交
通走廊建设的加快推进，两地经济社
会联系进一步加强，产业、交通和科技
融合发展进一步加快，为郑焦一体化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焦作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当前，郑焦两市空间联系、产业协同、
生态保护、文化旅游等出现融合发展
新局面，以黄河、云台山、嵩山、太极
拳、少林拳等为纽带，推动郑焦一体化
发展，对于加快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打造城市功能互补、
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
调、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
都市圈，实现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③5

““焦焦””通两地通两地““郑郑””当其时当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