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8 月 31
日，河南省特大洪涝灾害灾后恢复重
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
在郑州召开。会议听取各专项小组
牵头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就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部署进行了具体安排。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周霁出席
会议并讲话。他指出，灾后恢复重
建，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河南人
民的关心关爱，是省委、省政府当前
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是事关灾
区群众福祉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各成员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
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有力举
措抓好工作落实。

周霁强调，工作推进要快，要加
快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各

专项规划，确保按既定时间节点完成
任务；要根据“民生优先、救急先行”
原则，抓紧谋划一批重大重建项目，
成熟一批开工一批，尽快形成实物工
作量。谋划要细要实，要坚持问题导
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充分运用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注重在灾区一
线摸需求、理思路、找答案。政策措
施要精准，要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抓
紧完善政策措施，确保出台的政策措
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
实让灾区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
的关心关爱。工作质效要高，要坚持
条块结合，健全责任体系，做到环环
相扣、层层推进，确保各项工作任务
落地落实。

副省长戴柏华、刘玉江、费东斌
出席会议。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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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舒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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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8 月 31
日，省教育整顿办举行全省第二批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廉政辅导报告会，推
动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

报告会由省委常委、统战部部
长孙守刚主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
记、省监委主任曲孝丽作廉政辅导
报告。

曲孝丽指出，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政法战线推进自我革命的创新
实践，我省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是
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有坚强战
斗力的一支队伍，要深入学悟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严纪律、
更高标准扎实推进第二批教育整顿
取得实效。

曲孝丽强调，要准确贯彻“国之

大者”的要求，真正从政治上想清楚、
领悟透国之大事、国之大要、国之大
局，忠实履行政法队伍职责使命，做
政治忠诚的“明白人”。要把纪律规
矩真正严起来，督促广大政法干警把
纪律铭刻在灵魂中、熔铸在血液里，
切实做到纪律严明、行为规范、作风
优良，做维护纪法的“清醒人”。要把
作风形象真正塑造好，在传承优良作
风、从严管党治警、勇于直面问题中
体现担当，锤炼过硬作风，积极担当
作为，做躬身入局的“担当人”，努力
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
能放心的政法队伍。

会议播放了警示教育片。顾雪
飞、胡道才、段文龙参加报告会。省
级政法机关正处长以上干部聆听了
报告会。③7

本报讯（记者 李点）8 月 31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研究贯彻落
实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赵素萍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马
懿、徐济超、张维宁、李公乐和秘书长
吉炳伟出席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河北考
察调研、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 8月 16日在《求是》杂

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指出要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思想引领，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心
系“国之大者”，坚持把握大势抓大事，
自觉站位大局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会
议听取了机关党组和各委员会分党组
今年以来工作情况汇报和下一步工作
打算，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决策部署，准确把握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增强信心、保持定力，高质量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完成省委巡视整改任
务，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
体现人大担当和作为。③7

本报讯（记者 郭北晨）8 月 31
日，在收听收看全国加强安全生产执
法暨水上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后，
我省立即召开视频会议安排部署。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
话。武国定指出，新修订的《安全生
产法》将于9月 1日正式实施，要深入
学习宣传新《安全生产法》，提高依法
履职能力，改进执法检查方式，夯实
监管执法责任，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执
法工作；要强化安全责任落实，强化
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安全基础保障，
强化监管能力提升，切实做好水上安
全防范工作。

武国定强调，今年以来我省各
类事故出现反弹，要统筹抓好当前
安全生产工作，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底线。要抓好连续强降雨防范应
对，加强专人值守，及时转移群众，
做好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防范；要严
防地陷等城市地质灾害，使用多种
技术手段检查道路状况，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抓好重点行
业领域安全防范，对矿山、危险化学
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加大问题
排查整改力度；要切实抓好专项检
查工作，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全
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③7

本报讯（记者 李鹏）8 月 31日，
省统计局发布了郑洛新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上半年建设发展综合指
标。整体来看，经济社会持续呈现恢
复态势，发挥出较好引领作用。

从主要数据看，郑洛新自创区主
要经济指标显著回升。国内生产总
值方面，上半年，郑洛新自创区核心
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498.33亿元，同
比增长 12.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6.56 亿元，同比增长 13.7%。地方
税 收 收 入 47.6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3%。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
长21.8%，高出全省13个百分点。

坚持“项目为王”，重大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以郑州为例，郑州片区核
心区一季度集中开工亿元以上重大

项目 9个，总投资 138.8亿元，二季度
集中开工 6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96.6
亿元，项目涵盖先进制造业、信息产
业等多个领域，均为“两新一重”和产
业转型类项目。截至 6月底，郑洛新
自创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2348
家，同比增长 32.5%，其中核心区
1472家，增长 31.1%；辐射区 876家，
增长31.3%。

省统计局发展载体处相关负责
人分析，在疫情防控步入常态、经济
亟待恢复阶段，加快重大项目载体建
设对稳增长意义重大。郑洛新自创
区狠抓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创新载
体，深化机制改革，厚植发展动能，高
层级创新主体和资源不断汇聚，有力
支撑了创新发展。③7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报
业全媒体记者 王娟 通讯员 胡少
佳）“这天然气用着就是方便，炒菜
快，还干净，半年才花了 50 多元
钱，这都是政府给我们办的实事好
事，我们是打心眼里高兴！”8月30
日，看到记者来采访，镇平县曲屯
镇楼子王村村民杨小芬热情地把
记者拉进家，要给大家烧水喝。

楼子王村是镇平县城乡气网
工程的实施村，今年年初，180户
村民告别了长期使用的煤气罐、
老灶台，用上了天然气。

群众无小事，点滴暖民心。
镇平县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终，既
立足实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
具体问题，又着眼长远完善解决
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

“党的政策真是好呀，我们这
个老小区经过改造，现在也有了
带集中充电设备的新车棚、停车

位、花坛，邻居们都非常高兴。”镇
平县外贸小区居民薛秀华兴高采
烈地说。

外贸小区建于 1997年，现有
住户 45 户，存在基础设施陈旧、
停车位不足、管网破损、外墙脱
落、消防设施配套不足等问题，居
民的生活多有不便。

今年以来，镇平县将老旧小区
改造作为一项民生实事工程来抓，
目前城区12个老旧小区配套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已全部开工，涉及小
区总建筑面积约 7.59 万平方米，
住户共814户，改造内容主要包括
红线内道路、供水、排水、电力、供
气、绿化、路灯照明、通信、建筑节
能、外墙涂刷、屋面防水等。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据不
完全统计，全县各单位围绕新发展
理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民
生、便民利民服务等，已为群众办
实事700余件。③9

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
以更严纪律更高标准推进第二批教育整顿

上半年郑洛新自创区综合指标发布

坚持项目为王 创新引领持续显现

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执法
切实做好水上安全防范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解决小问题 感受大幸福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8月 29日，位于新乡的中铁装备集团设备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正在生产单臂凿岩台车。该企业在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抓紧进行新产品研发和生
产，当地通过“万人助万企”活动，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稳妥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⑨6

在平煤神马集团，今年上半年主要经济
指标高开高走，超额完成“双过半”目标；奋
战下半年，营造上下齐心谋发展、比学赶超
争一流的浓厚氛围。

截至6月底，全省农信联社涉农贷款余额
9118亿元，围绕服务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当年
累放相关贷款809.85亿元，完成全年累放乡
村振兴贷款目标1000亿元的80.99%。助力

“万人助万企”活动，指导全省137家农商银行
和农信联社科学有效做好服务企业工作。

转让所持有的16%股份，引入战略投资
者，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郑煤机蹚出国

企改革新路子。中原证券今年一季度经营
业绩较去年同期呈爆发式增长，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146%……省管企业从党史学习教育
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和奋进的智慧力量，
助推企业开新局、谋新篇，实现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把党史学习教育
和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在做
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同时，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加
快省管企业改革步伐，充分释放发展潜能，
推动省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省政府国资委
党委书记、主任李涛说。③5

□本报记者 何可

8月 28日下午，61岁的荥阳
市城关乡石板沟村村民何木娃，
冒着蒙蒙细雨，又来到村口坡上，
望着正在平整中的台地，盼望着
新房能早日开工。老何原先的家
紧贴山坡，在“7·20”特大暴雨中，
泥石流摧毁了他家的两层小楼。

眼前山坡上的四层台地，便
是石板沟村灾后安置房一期工程
的选址。推土机、挖掘机机声隆
隆，砂土运输车川流不息，技术人
员在测量放线，填土方、打路基的
施工人员干得更是热火朝天。

山洪冲倒了房屋，但冲不垮老
百姓重建家园的信心。“目前附属
物调查、清表、文物勘探等工作已
经结束，正在进行场地平整。”石板
沟村第一书记赵攀说，自从7月下
旬灾后重建项目启动以来，石板沟
村干部群众快马加鞭重建家园，力
争在11月底前让受灾户搬进新房。

“在前期的民意调查中，大家
虽然同意选址重建，都不愿迁离
太远。新址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村
民们的意见，选在陇海西路与环
翠峪旅游大道交叉口东南角，距
原址 800米。”石板沟村党支部书
记何元元说。集中安置点安置
209户，占地约 138亩，规划有村
委会、卫生室、文化活动中心等公
共设施。该区域交通十分便利，
有利于村里劳动力转移就业。

住房重建关系着受灾群众的

切身利益，石板沟村安置点在选
址、规划、建筑面积、安置户数和
入住时间等方面，都充分听取了
村民的诉求。村民起初对户型有
很大争议。100平方米的户型原
设计为两室两厅，群众感到不满
意，多次沟通后，设计方最终缩小
了单间面积，改为三室两厅。

党员干部做好重建领头羊、
示范户。在安置地坟墓迁移过程
中，许多群众都在观望，党员干部
带头将祖坟迁出。在党员的示范
引领下，石板沟村妥善化解了征
地、宅基地落实等方面的矛盾纠
纷，安置点顺利开工建设。

对于新村发展，石板沟村已经
有了初步规划。“我们准备流转一部
分土地给企业，吸引企业进驻。到
时，村民不仅有流转土地的收入，还
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赵攀说。

石板沟村的灾后重建实践，
折射出郑州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
信心、加快发展的决心。

目前，郑州全力贯彻省委、省
政府部署，灾后重建工作正有序
展开、稳步推进。

郑州市成立了 7个农村受灾
住房鉴定与重建工作技术服务
队，抽调检测、勘察、建筑、市政等
单位的技术力量，开展“一对一”
技术服务指导，已完成了农村受
灾住房的排查评估工作。③6

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力量
——省管企业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石板沟村的新房规划
——“重建美好家园”系列报道之四

这个夏天，高速公路上的
工作人员格外忙。

查验核酸检测报告、测量
体温，他们筑起阻挡疫情的坚
强防线。

“你们守护城市大门，我们
守护你！”8月 20日，中原高速
组织后勤人员为坚守在高速公
路各收费站防疫检测点的医护
人员、公安干警送去绿豆汤、酸
梅汤、西瓜、冰糕、藿香正气液
等祛暑利器。

“后方的补给太给力！”防
疫工作人员说。

河南投资集团志愿服务队
在金龙社区、明宏社区核酸检测
点维护排队秩序、指导居民扫码
登记；河南铁投登封公司 60余
名党员志愿者，主动参加颍河路
社区8个小组卡控工作，负责全
区域小区巷道居民出入扫码、测
体温等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省管企业
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
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党员的
初心使命，成为守护在群众身
边一抹抹鲜艳的“志愿红”。

8月 2日，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实现
复工复诊。泪水与汗水同时从河南建设集
团工作人员的脸上流下。

从接到助力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重建
的任务到医院复工复诊，河南建设集团的工
作人员整整奋战了三天三夜。

组织有排水清淤经验的专业队伍，每个
排水点 24小时值守；设备完不成的工作，直
接人工重点清理。全体作业人员实行三班
倒，共投入45台自带发电机水泵，累计排水
量7.5万立方米。

启动应急预案，切实保障疫情期间电
煤供应，郑煤机勇敢担当；坚持 24 小时值
守，日均供应裕中能源煤炭 6000 余吨，全
力保障郑州居民用电，运销公司以苦干推
进复工复产。

国有企业打造救灾重建强劲“红色引
擎”。截至 8月 13日，37户省管企业已基本
恢复正常生产运行。其中，煤炭企业 68对
矿井已有 64对恢复正常生产，钢铁企业全
面恢复生产，高速公路、机场航班、中欧班列
（郑州）均已恢复正常运行。

复工复产按下“快进键”走实

深化改革谋求高质量发展走心

研发生产
进行时

规划纲要深一度
“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超过

98%，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河南“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篇第一章

以人为本 精准施策
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

助企住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