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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点）8月 27日，
省人大常委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召开工作推进会，
总结今年上半年工作，对下一步重
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乔新江
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农
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工作情况的汇报。根据汇报，下半
年将开展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
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专项工
作报告，对《河南省乡村振兴促进
条例（草案）》《河南省养老服务条
例（草案）》《河南省节约用水管理

条例（修订草案）》进行初审，开展
消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等重
点工作。

乔新江充分肯定了两个委员
会的工作，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把坚定不移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讲政治体现
和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
面，创新工作方法，强化责任担当，
细化分工、抓好统筹、提升质效，持
之以恒推进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高效
完成。③6

强化责任担当
高质高效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以结果论英雄
——奋发有为走好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之路②

8月 27日，在位于南阳市的河南威斯顿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工人正在作业。该公司从事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的研
发、生产、销售，是一家高科技企业，致力于建设绿色新能源生
态产品。⑨6 高嵩 摄

□本报记者 郭北晨

近日，我省印发《河南省突发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以下简称
《预案》），明确组织指挥体系、监测预
警、应急处置、恢复与重建等内容，是
我省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总纲，是指
导全省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做
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依据。

为什么要印发这个应急预案？
省应急管理厅有关负责人介绍，现行
《河南省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系 2005年发布实施，已滞后于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对突发事件应对工
作出现的新要求新情况无法满足。
因此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非常必要，有
助于提升我省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
件的能力和水平。

新的《预案》对组织指挥机构做了
进一步优化。明确省级应急救援指挥
体系由省政府应急救援总指挥部、省
政府专项应急指挥部、前方指挥部组
成。总指挥部、专项指挥部是省级应
对突发事件的指挥协调机构；前方指
挥部是省级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组织
指挥机构，指导市、县级现场指挥部开
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机构改革后，省政府不再设立
省应急委，按照要求新成立省政府应
急救援总指挥部，专项指挥部也由 7
个增加至 11个，形成了省总指挥部、
专项指挥部、前方指挥部和市县现场
指挥部构成的应急指挥体系。”省应
急管理厅有关负责人说。

监测预警机制是《预案》的重点
之一。《预案》指出，有关部门接到突
发事件相关征兆信息后，要及时组织
进行分析评估，根据分析评估结果，
按照有关规定立即发布预警信息，及

时向上一级政府或相应部门报告，必
要时可越级上报。预警信息的发布
和调整可通过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
布系统、广播、电视、报刊、信息通信
网络等渠道，使用警报器、宣传车、大
喇叭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方式进
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
及学校等特殊场所和警报盲区，要采
取有针对性的通知方式。

我省刚刚遭受特大暴雨灾害，目
前处于灾后恢复重建的重要阶段。
关于善后处置，《预案》明确事发地政
府要根据本地遭受损失情况，制定救
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
作方案，对突发事件中的伤亡人员、
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
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按照规
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心
理咨询及司法援助。

此外，《预案》对应急保障进一步
加强，对保障措施进行了分类归纳，形
成人力资源、财力支持、物资装备、科
技支撑等多种保障措施。明确要建立
健全灾害风险保险体系，鼓励单位和
公民参加保险。县级以上政府及有关
部门和单位还要为专业应急救援人员
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③6

河南印发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及时发布预警 做好应急保障

▲
8月 27日，卢氏县栾卢高速公路洛河特大桥工地青山

叠翠，工程建设紧张进行。栾卢高速公路线路全长75.3公里，
是河南省重点项目，对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完善河南高速公路
网布局等具有重要意义。⑨6 聂金锋 李东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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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世君 悦连城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指

出：“做任何一项工作，我们不能浅尝辄

止、虎头蛇尾，而要真抓实干，善作善

成。抓而不成，不如不抓。”做工作、干

事业、谋发展，付出巨大努力，历经千辛

万苦，求的就是个好成效、好结果。

“把结果导向作为工作理念、工作

方法、工作制度、工作标准”“通过结果

检验落实的程度、发展的质量”“树牢结

果导向，以结果论英雄、凭实绩来检验、

从过程找经验”……在我省近期召开的

会议上，做事要结果的导向愈发清晰。

郑州市以 20 条真金白银的硬举措

助力企业跑出灾后重建“加速度”；洛阳

市瀍河区推行“644”助企服务机制将

“万人助万企”活动落到实处、见到成

效；许昌鄢陵县吸引一家中国 500 强企

业落户，从招商到落地仅用两个月时

间……在各地争先恐后的发展实践中，

工作重实绩的氛围日益浓厚。

坚持结果导向，就是以工作成效为

标准，以实实在在的业绩接受检验、评

判工作。通过结果检验落实的程度、发

展的质量，才能创造出经得起人民群众

检验的实绩。

以结果论英雄，是治疗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一剂良药。形式主义和官

僚主义的一大表现，往往是口号喊得震

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说起来激动、干

起事来不动、年终总结考核被动，有时

候推动工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

不果。结果导向则为干事创业者指明

了正确方向——抓问题，没结果，等于

没抓；干工作，没成效，等于白干。是不

是花拳绣腿，到台上亮一亮；有没有真

金白银，放秤上称一称。坚持凡事要结

果，以实绩论英雄。

以结果论英雄，是抓落实的有效方

式。成立助企服务队，提供保姆式服

务，洛阳洛龙区坚持结果导向，重大项

目推进有了“加速度”；“点对点”招工送

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用结果

检验过程、发现问题，破解劳动力供需

难题，按下企业复苏的“重启键”……把

工作往实里抓、向目标奔，以实绩论成

败，以结果定输赢，才能确保全年目标

任务如期完成，才能推动工作吹糠见

米、落地见效。

要看到，受疫情灾情影响，我省实

现年度目标，任务更加艰巨。放眼周

边，我省面临着标兵渐行渐远、追兵越

来越近的区域竞争态势。当此非常之

时，须用非常之举、非常之策、非常之

力，抓实作风转变，通过结果检验落实

的程度、发展的质量，努力实现政治效

果、经济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长

远效果相统一，交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

答卷。

坚持结果导向，要以发展实绩和成

效为准绳。困难和矛盾就在那里，夸夸

其谈无济于事，避重就轻解决不了问

题，花拳绣腿更是自欺欺人，唯一的出

路是马上行动，干出实绩。克难攻坚，

逆势奋进，谁是真的英雄？最好的回答

就是：以实绩论英雄、比高低。

从濒临破产的“老大难”到勇立潮

头的“新标杆”，郑煤机以重塑河山的勇

气，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实现脱胎

换骨；龙子湖畔，碧波荡漾，风景旖旎，

华为、浪潮等一大批知名大数据企业纷

纷落户，快速崛起的“智慧岛”，正成为

全国最具潜力的数据基地之一……比

实绩，就是要比谁的发展魄力和担当更

大，谁能创造条件上、化慢为快、变差为

好；比实绩，就是要比谁更能强化“项目

为王”工作导向，深入实施“三个一批”

和“万人助万企”活动，打造最优营商环

境，充分释放市场主体潜能；比实绩，就

是要比谁新旧动能转换快、谁的经济发

展质量效益高，谁在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谋篇布局未来

产业上更有创举、更有成效。

坚持结果导向，要以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衡量。让老百姓

生活更幸福就是共产党的事业。人民

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始终是检验我们工作成效的一把尺子，

经济发展成果就是要体现在人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近年来，河南

多地各出实招，“马上办”“郑好办”“豫

事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结

果 导 向 督 促 问 题 改 进 、增 强 民 生 福

祉。“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

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察

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人民

群众的心声当成工作的先声，把人民

群众的笑脸作为最好的点赞，就能得

到群众的衷心拥护。

坚持结果导向，要以敢抓敢干、善

作善成的作风为保障。以实绩论英雄，

不是看我们说了什么、喊了什么，关键

是看我们干了什么、干成了什么。不仅

要着力于当前，还要着眼于长远。决不

能把“苦劳”当功劳，把“资历”当资本，

搞花拳绣腿，做表面文章，而是要敢拿

结果立镜子、看政绩用干部，把党员干

部的精力引导到实干兴邦的拼搏奋斗

之中，用钉钉子的劲头、剥洋葱的耐性、

透竹竿的恒心，谋实事、解难事、办好

事，锤炼敢抓敢干、善作善成的工作作

风，切实增强工作的务实性和有效性，

用发展成果激励干部、评价干部、使用

干部。

事不避难勇者进，山高路远须疾

行。让我们牢固树立结果导向、奋进意

识，让干字当头、狠抓落实成为推动工

作的主旋律。1

本报讯（记者 李虎成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袁楠）8 月 27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和国家减
灾委工作组副组长、应急管理部救
灾和物资保障司主要负责同志及
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新乡、鹤
壁现场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认真落实
李克强总理在河南考察指导时的
讲话要求，把党中央、国务院对河
南的关心关爱体现在做好灾后重建
各项工作中。

周霁一行先后来到新乡卫辉
市上乐村镇庄严村、顿坊店乡关屯
村，鹤壁淇县桥盟街道崔庄村、浚
县新镇镇蒋村、小河镇袁庄村等
地，实地察看当地受灾房屋损毁情
况，详细了解灾后恢复重建计划及

进度，认真听取受灾群众意见建
议。

周霁强调，要科学论证，编好规
划，高标准编制灾后重建规划和实施
方案，制定好任务书、施工图、时间
表，加快推进实施。要坚持走群众路
线，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运用“四议
两公开”工作法，在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的问题上，多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充分尊重群众意愿。要加快灾后
重建进度，在确保工程质量、确保
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尽快帮助受灾
群众重建家园。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进一步关心转移安置群众的
生活，落实好各项受灾补助政策，
切实把好事办好。要加强基层应
急管理能力建设，把功夫下在里子
上，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
力。③9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8 月 27 日，
记者从省审计厅获悉，省审计厅近日成
立防汛救灾资金物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
计工作领导小组，并印发《关于统筹做好
防汛救灾资金物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计
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
省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创
新审计方式、统筹做好防汛救灾资金物
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发现问题，
督促整改，促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顺利
进行。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审计机关
要提高政治站位，在继续做好防汛救
灾资金审计工作的基础上，统筹做好
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依法、及时、
有效地履行审计监督职责，发挥审计
整体效能，为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努力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提
供审计支撑。

《通知》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重要环节、重大项目、重点款物，分类施
策，多措并举，精准实施审计；结合省委
省政府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措施的实际内
容和特点，从工作推进、政策落实、项目
建设、款物管理绩效等方面，多角度、深
层次挖掘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意见建
议。③9

加快灾后重建
切实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办好

我省组织开展防汛救灾资金
物资和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工作

《预案》指出，有关部

门接到突发事件相关征

兆信息后，要及时组织进

行分析评估，根据分析评

估结果，按照有关规定立

即发布预警信息，及时向

上一级政府或相应部门

报告，必要时可越级上

报。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8 月 27
日，记者获悉，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
发《河南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
作方案的通知》，为我省石窟寺保护
提供“护身法”。

按照要求，到 2022 年年底前，
全省石窟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取得
重要进展，石窟寺重大险情全面消
除，石窟寺有保护范围、有标志说
明、有记录档案、有专门机构或明确
专人负责管理，重点石窟寺安防设
施全覆盖等。2025年年底前，省市
县协同推进、部门间密切合作、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的石窟寺保护长效机
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完
善，保护管理机构和队伍更加健全；
保护传承、研究阐发、科技攻关、传
播交流协同推进，石窟寺保护利用
水平明显提升，石窟寺文化影响力
显著增强。

此外，今后要通过加大开拓文
创产品力度、策划石窟寺文物外展
等手段，提升石窟寺综合展示水
平。发挥科技支撑和引领作用，充
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做好石窟寺
古老艺术的传承与保护。③7

我省下发通知

加强石窟寺的保护利用

复工复产
加速跑

（上接第一版）
持续开展营商环境专项监督

检查。县纪委监委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 15个专项督导组，聚焦解决吃
拿卡要、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重
点问题，向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开刀”，对收集到的问题线索立即
处理。

“软环境很重要，硬件环境也
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只有硬件
环境建设好，城市的承载力才能不
断提升。”内黄县委书记王辉说。

内黄县以产业集聚区和专业园
区为重点，持续加快完善路、水、电、
气、标准化厂房等基础设施，提升产
业配套能力。大力推进市场、物流、

金融、教育、卫生、文化等现代服务
业发展，以服务功能的不断完善促
进产城融合发展。

当前，内黄县因营商“软环境”
显著优化，1806项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了马上可办、“一网通办”，企业开
办时间压缩至 1个工作日以内，推
行周六延时服务。减税降费政策全
面落实，让受灾企业享受到了更多
社保红利。

好环境、好政策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企业和投资者前来内黄投资创
业。当下，内黄县持续推进“万人助
万企”活动，切实解决企业面临的问
题和瓶颈，以企业、项目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③6

内黄：优化环境 打造招商“强磁场”

（上接第一版）
借“巢”招商引“凤”来。短短

一年多时间，澄明食品工业园已入
驻澄明食品、和一肉业等 7家企业，
形成了火锅食材加工产业集群。

“3—5年，园内将入驻关联企业 15
家，产值有望突破 150亿元。”杨明
超说。

不仅是澄明食品工业园，通过
“腾笼换鸟”盘活“沉睡”资产资源，
一大批“高大上”项目相继落地鹿
邑。总投资 25 亿元、占地 800 亩
的“鞋业小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投资 10 亿元、占地 130 亩的中俊
美妆产业园开工建设，投资 55 亿
元、规划占地 3000 亩的中草药萃

取健康美丽产业园开工在即，一个
个产业发展的精彩“传奇”正在鹿
邑轮番上演，带动了一方工业经济
健康发展。

“县产业集聚区现有六大特色
产业集群，可归纳为‘六个一’，即食
品‘一瓶酒’、化妆‘一把刷’、纺织

‘一件衣’、走路‘一双鞋’、火锅‘一
袋料’、健康‘一袋药’。”鹿邑县委
书记李刚表示，将结合正在开展的

“万人助万企”活动，继续在激活
“沉睡”资产、推动企业创新升级上
下功夫，加快“僵尸企业”处置，盘
活用好有限资源，把化妆美妆、食
品加工、造纸包装等新兴产业集群
做大做强。③6

鹿邑：盘活资源 聚合发展“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