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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

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把准“区域枢纽、开放前沿”定位，抓牢融入新发展格局的突破口，

持续在产业集聚区建设上提质增效，并把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命健康、智能零部件等四个

产业确立为新兴产业培育的重点，引进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行业领先地位、产业关联

性强、发展空间大的产业链提升项目，着力打造新的增长极，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保持了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高质量发展态势。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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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

我们这样干

本报讯（记者 归欣）6月 3日，代省长王
凯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
局会议精神，研究“放管服”改革、碳达峰碳
中和等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中央深改
委第十九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 5
月 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指出要领会
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贯彻落实。要把科技创
新摆在核心位置，聚焦产业发展方向实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汇聚高端创新资源，深化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要用好对外传播渠道，
讲好新时代河南故事，展示更加出彩河南形
象。要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提高学校教
学质量、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深化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健
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保护传承城乡历史文
化。要落实中央优化生育政策的决策部署，
强化政策配套，把握趋势规律，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指出要
紧盯重点人员和领域，履行好监督职责，督
促引导“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自觉接受监督，
推动各项监督制度落到实处。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深化“放管服”改
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指出要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作为工作基点，以市场和社会认可度为评
价标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能放尽
放推进简政放权，规范监管行为，提升营
商环境国际化水平，推动市场主体数量和
质量同步提高、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同步
增强。

会议传达学习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
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指出要尽快启动
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机制，成立专班、加快研
究制定我省工作方案。要聚焦减排降碳，突
出高耗能产业等重点行业，以能源替代、技
术迭代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要层层传导压
力，形成各级各部门共担责任、合力攻坚的
工作格局。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9

□本报记者 李凤虎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

5月 26日，记者走进睢县产业集聚区足
力健制鞋产业园，智能化生产车间里，原料
加工、刷胶、贴底、分拣……全自动的生产线
让制鞋实现了生产自动化、流程模块化、管
理数据化。

“这条智能化生产线是我们与意大利国
际顶尖鞋服机械设计制造商联合研发的，是
全球一流的制鞋产业生产线，原来六七十人
的工作量现在只需十余人即可完成，每天能
生产1600余双鞋。”足力健鞋业公司自动化
负责人朱锦辉说。

足力健智能化改造是睢县坚持创新驱
动、引领转型升级的缩影。

从一穷二白到“中原鞋都”的崛起，年产
能达3亿双鞋的睢县不仅实现了制鞋特色产
业的集群发展，而且在转型升级上，已实现
了从“制造”到“智能化”的转变。

一县一特色，一县一集聚。除睢县外，民
权县、柘城县、虞城县等县（区）也各自形成了
制冷、金刚石、工量具等特色产业集聚发展模
式。目前，商丘市共规划建设11个省级产业
集聚区（含永城市）和10个服务业“两区”，已
形成了食品、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及制鞋3个
千亿级产业集群，制鞋产业基地、超硬材料基

地等 1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县域经济发展
走在全省前列，4个产业集聚区进入全省前
20名，被授予河南省优秀产业集聚区。4个
服务业“两区”综合排名位居全省前20，四星
级服务业“两区”达到 3个，占到全省总数的
七分之三，10个服务业“两区”全部晋星。

近年来，商丘市产业集聚区以“二次创
业”为契机，坚持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在 13条产业链建立链长制，推动产业
向中高端迈进，致力打造产业集群。立足新
时代、面对新形势，为更好地肩负起发展和
转型的双重任务，商丘市以产业园区为主
力，突出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推动集群发展，
提高亩均产出效益、提速产业集群培育、提
升绿色发展水平、推进智能化改造，做大做
强产业链条。结合当地现有产业基础，确立
了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命健康、智能零部
件等四个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培育的重点，打
造新的增长极。

在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北汽福田
智蓝新能源工厂，一辆辆新组装的商用物流
车整装待发。

2018 年，北汽福田
智蓝新能源商用物流车
项目落户商丘，以福田高
端 M4 新能源轻中卡生
产为主，（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马涛 本报通讯员 艾丽娜

采取巡回指导方式加强督导，是
推动全省党史学习教育高质高效的重
要安排。

根据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安排，自5月10日起，9个省委巡
回指导组和省委宣传部巡回指导组、省
委直属机关工委巡回指导组、省委高校
工委巡回指导组、省政府国资委巡回指
导组，对全省 17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
区、80家省直单位、67所高校、38家企
业，开展第一轮党史学习教育集中巡回
指导。巡回指导组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委
要求，把牢政治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注
重实际效果，督出了质量、导出了成效，
推动全省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边督边学 把准方向

方向明，才能督导准。
巡回指导组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论述，作
为开展工作的根本遵循。巡回指导组组
建伊始，就成立临时党支部，采取集体学
习、个人自学和组内研讨等形式，坚持以
学为先、边督边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上来。

5月 10日，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巡
回指导工作培训会召开，采取以会代
训的形式，安排部署巡回指导总体工
作。会议结束后，巡回指导组即分赴
各联系单位，全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一
轮集中巡回指导全面铺开。

“对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巡回指导，是

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任务。”省委
第三巡回指导组坚持把准政治要求、把
实工作内容、把好工作方式，确保方向正
确。省委第四巡回指导组与南阳市领导
干部，共同研讨抓好党史学习教育与学
习贯彻总书记视察南阳时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转化的工作举措。省委第七巡回指
导组在深入研学、掌握政策、摸清任务的
基础上，精心制定《巡回指导工作职责和
重点任务双方对照落实台账》，做到巡回
指导组织、任务、责任“三到位”。

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
践学，巡回指导组既勤学原文又深悟
原理，既武装思想又付诸行动，把准了
政治方向，扛起了高质量高标准推动
学习教育开展的政治责任。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讯（记者 龚砚庆 史长来）“院
里添了党建知识、精神文明、公益活动等
内容的展板，党员活动室重新装修了，单
元楼外墙也粉刷了，真好！”6月2日，开封
市禹王台区官坊街道辖区党员叶福聚和
老伙计们相约在社区大院进行“红歌”排
练，看着变了模样的“新家”，连声感叹。

让叶福聚感叹的变化，正是开封
主动适应城市化新发展，积极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取得的效果。

让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开
封市以全域视野、系统观念推动改革创
新，聚焦社区服务痛点难点堵点问题，积
极探索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路径、
方法，服务贴近需求，党建精准发力，开
创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新局面。

针对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居民需求

不断增长、希望服务更加精细的发展趋
势，该市持续规范、完善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在“一渠六河”惠民生态工程
沿线建设了一批“红色驿站”，打造集党
建宣传、便民服务、城市书屋、文体休闲
等于一体的“15分钟便民服务圈”，覆
盖面积约38平方公里，老城区 50万居
民直接受益。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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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微党建”让幸福“出圈”开封

督出质量 导出成效
——河南省党史学习教育第一轮集中巡回指导工作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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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产业集聚区⑨3 陆曦 摄

生态美，产业兴。这个时节的伏
羲山，风景如画，山明水秀，开得漫山
遍野的“密二花”，清香自来，映衬的伏
羲山楚楚动人。

5月 29日，以“醉美伏羲山·兴业
密二花”为主题的新密·（伏羲山）第二
届“密二花”文化节在伏羲山风景区巩
密关村如期开幕。这是一次通过文化
搭台、经贸唱戏的方式，传播新密伏羲
山历史文化，推介新密“密二花”产品，

唱响新密文化旅游新名片的产业推介
会，这更是一条将伏羲山打造成全国
原生态“密二花”规模主产区，将“密二
花”培育成伏羲山致富之花的发展之
路。

伏羲山风景区地理环境独特，历
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是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中药材

“密二花”的故乡。近年来，按照新密市
委、市政府提出的全域旅游发展战略，

伏羲山风景区党委突出党建抓手，立
足抓党建谋发展求提升促脱贫，在各
村深入推行村级规范化管理、全民积
分制管理和“三治”融合乡村治理，立足
特色旅游资源优势，深入实施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坚持全域旅游与精准扶
贫、山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农业发
展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以旅游开发
带动精准扶贫的伏羲山发展新路子。

（下转第三版）

培育“致富之花”扮靓新密文化旅游新名片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坚持系统观念，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让绿水青山让绿水青山
造福人民造福人民泽被子孙泽被子孙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重要论述综述

（全文详见河南日报客户端）

6月3日，在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老师们和高二700余名学生为高三学子送上最诚挚的祝福。⑨3 本报记者 王延辉
聂冬晗 摄

经过生态治理后的小秦岭又见绿水青山经过生态治理后的小秦岭又见绿水青山。。⑨⑨66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聂冬晗聂冬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