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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 两稳一保

致力建设对外开放桥头堡枢纽经济新高地
—访商丘市委书记李国胜

03│要闻

新华社香港 7 月 3 日电（记者
韦骅）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的中英文版，3 日在香港
发行。

记者当日在位于香港铜锣湾的商
务印书馆看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陈列于书店橱窗内；在一楼的

“店长推荐”一栏，该书也被摆放在了
中间的醒目位置。

走上书店二楼的人文馆，《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系列书籍被整齐地码
放于书架之上，除了新出版的第四
卷，此前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第三
卷同样在列。此外，还有《之江新语》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等书籍供读
者选购。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至三卷
出版以来，在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激发
人民奋斗实践、展示中国良好形象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 2月 3日至 2022年 5月 10日

期间的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指示、
贺信等109篇，分为 21个专题。为了
便于读者阅读，编辑时作了必要注
释。该书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月以来的图片45幅。

据和平图书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李效华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中英文版分为平装版和精装版，
选择位于铜锣湾、中环和油麻地的三
家书店首发，随后会在香港的各大书
店推广、销售。即将举行的香港书展
也会对该书进行重点推介。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王烜）分拣、切片、干
燥、炒制、包装……7月 2日，在河南
华夏药材有限公司中药饮片车间
内，机器轰鸣，工人忙碌，一袋袋中
药饮片从自动化生产线上均匀地落
到药品筐里。

“当初受疫情影响，企业遇到了
现金流短缺、物流受阻等问题，是许
昌、禹州两级政府积极协调，帮助我
们解决了难题。”华夏药材副总经理
翟永奎说，“今年前5个月，我们的生
产逆势上扬，中药饮片产量同比增
长28%，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

许昌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
展，推出了减税退税、政府采购、社
保费缓缴、资金支持等一系列惠企
政策“礼包”，全力以赴稳住市场主
体，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大规模减税退税。许昌市进一
步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
度，让市场主体真正享受到减税降
费政策红利。今年前5个月，全市市
县两级财政增值税留抵退税达 3.5
亿元。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许昌市加
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给予
参与货物、服务项目政府采购的中小

微企业 10%至 20%的价格扣除优
惠，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增加
中小微企业的中标机会，中标后仍按
中小微企业实际报价签订合同。

阶段性缓缴社保费。许昌市将
餐饮、零售等 5个特困行业的社保、
养老保险费用缓缴期限延长，并将
缓缴费用政策扩大到受疫情严重冲
击、行业内大面积出现企业生产经
营困难的 17个其他特困行业，为企
业雪中送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解决企业调贷难题。许昌市万
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发挥“一扣解、
全盘活”的资金调剂作用，帮助企业

解决发展中的痛点、难点问题，今年
以来已为 33家企业办理了 38笔调
贷业务，调贷金额共计12.3亿元。

许昌市还建立了以白名单企业
（项目）为中心的经济运行保障体
系，严格落实保生产经营、保物流畅
通、保政策助力、保防疫安全的“四
保”措施，推动资源向白名单企业
（项目）汇聚、政策向白名单企业（项
目）倾斜，确保疫情防控应急状态下
企业不停产、项目不停工、商贸不停
业、物流不停运。截至目前，全市纳
入“四保”的白名单企业（项目）达到
3088个。③6

本报讯（记者 谢建晓 河南日报社全媒
体记者 杨之甜 通讯员 宋艳丽）7月 3日，安
阳地区普降大雨。汤阴县菜园镇北部的高标
准农田里，雨水直接流进道路两侧沟渠，相隔
一两公里就有一座排灌两用提灌站。“这两侧
是新建的生态透水沟渠，与茶店河、洪河和汤
河相通，通过排灌两用提灌站，可以确保洪水
快进快出。”汤阴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史艳超介
绍。

据了解，去年7月的特大洪涝灾害，菜园镇
是汤阴县受灾最重的区域之一，该县通过深挖
沟、疏通渠、布网络、广连河，长效系统提升了农
村抗灾排涝能力。史艳超介绍，县农业农村部
门争分夺秒抢工期、加班加点赶进度，不到半年
时间完成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灾后重建示范区
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该县去年谋划的 183个
灾后重建项目，已竣工 160个，其余 23个稳步
推进。

灾后重建蹄疾步稳，是汤阴县扎实推进“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一个侧影。

去年以来，面对汛情疫情叠加的大战大考，
汤阴县紧紧围绕“十大战略”，推进“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向纵深开展，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干部
能力作风，科学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万人助万
企”、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从实际出发。1月8日，汤阴出现输入性奥
密克戎感染病例，县里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将疫
情“圈”在汤阴县域。（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王雪红）“您好，我刚从株洲总部出差回
来，正要下高速。”7月 2日深夜，义马市工业信
息化和科技局负责人接到了一通电话，来电的
是河南中车重型装备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总经理周晔，因工作需要经常往返湖南株洲
和义马两地的他，在经过卡点防疫人员例行查
验和沟通后，顺利返回厂区。

“为了确保疫情防控下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义马市探索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为专家人才、货
物进出开辟绿色通道。以周晔为例，在入市卡
点核实信息后，直接由专车接到厂区，进行‘点
对点’精准服务，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平稳有序。”
义马市工业信息化和科技局负责人说。

精准对接，至诚服务。河南中车重型装备
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转型发展，实现扭亏为盈，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产品从单一的煤机，发
展到包括轨道交通元器件等在内的 20多种高
端产品。

河南中车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是义马市高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工业立市，安全发展。今年年初，义马市成
立了 6个工作组，对辖区工业企业实行分片包
干，建立了工业企业与社区疫情防控联动机制、
职工家属排查机制、货运车辆管控机制，层层压
实责任。同时，积极开展“能力作风建设年”活
动和“万人助万企”活动，推行“一企一策，分类
指导，贴身服务”。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博士后在
促进我省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7月 3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
截至目前，我省累计招收博士后
7208人，计划到 2025年，实现招收
引进万名博士后等青年人才的目标。

据了解，我省设有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81个、工作站161个，全省累计
招收博士后7208人。截至2021年年
底，我省已有34名出站博士后成长为
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优
秀领军人才；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项16项，省部级科技奖项466项，国
家自然和社会科学基金1710项。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经费支
持。截至 2021年年底，国家累计支
持我省招收经费 2.88 亿元，省财政
累计投入 5.06 亿元，带动全省各级

财政累计投入超10亿元。
目前，全国各地招引人才竞争

日趋激烈。我省实施创新驱动、科
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也需要更多
的博士后到来。

根据工作规划，到 2025 年，我
省将新设 1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00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00个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努力建设富有
创新活力的青年人才创新平台；从
2022年开始，我省将每年招收引进
博士后等青年人才 2000名左右，到
2025年，实现招收引进万名博士后
等青年人才的目标。

为此，我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印发《吸引博士后等青年人才来豫
留豫工作专项行动方案》，增加博士
后平台启动等经费项目，为博士后
来豫发展提供有力支持。③6

从2022年开始

我省将每年招收引进
博士后等青年人才 2000名左右

到2025年

实现招收引进
万名博士后等青年人才的目标

●10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100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00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到2025年我省将新设 努力建设富
有创新活力
的青年人才
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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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香港发行

惠企礼包为企业“输血赋能”

我省到2025年将招引
万名博士后等青年人才

首批稳岗返还资金拨付到位6月 30日，济源示范区黄河小浪底北岸灌区工程现场，工人正在紧
张施工，保障重点工程顺利推进。⑨6 段二平 摄

殷墟“云”上赏 文化“活”起来●

东北庄渴望成为杂技“网红村”
东北庄的杂技，起源于春秋，兴盛于明清，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进一步发展。

●

辉县：三级同心同力抓 村村争创“星”支部
□代娟

7月 1日，辉县市常村镇西北一公
里处的山坡上，创建于北齐的柏尖山
寺静立山间，寺庙旁边的百间寺村热
闹非凡——五龙山游乐场里的欢呼声
一阵高过一阵，老粗布扶贫车间里织
机声阵阵，柏尖山寺的水毁修复和提
升扩建工地一派繁忙……

“我们结合镇里制定的实施方案，
坚持党建引领，进一步发展产业增加
集体收入，目标就是拿下‘五星’！”百
间寺村负责人介绍。

从曾经的贫困村变成镇里的乡村
振兴示范村，百间寺村如今家家通自
来水、天然气、暖气，户户用上了水冲
厕所，26年来无一例信访案件，去年
村集体收入 35.6万元。今年，该村计

划再围绕柏尖山寺、五龙山景区配套
发展产业，争取集体收入再上新台阶。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开展以
来，辉县市常村镇积极组织镇、村干部
进行专题学习研究、分析研判，构建

“一把手亲自抓、副书记具体抓、分管
领导合力抓、相关科室抓落实”的工作
格局。在该市较早出台《常村镇关于
创建“五星”支部引领乡村治理的实施
方案》，制定《“五星”支部创建评分细
则》，让创建有抓手、有目标，可量化、
可操作。

“这份《方案》和《细则》，就是我们
创建工作的‘傻瓜式’自查负面清单、
工作指导清单，也是全镇各村的对标
提升清单。”常村镇主要负责人表示，
稳定是前提，平安是基础，社会安则民
心齐，社会安则事业兴。作为辉县市

经济强镇，该镇扭紧牵牢“平安法治
星”牛鼻子，统筹推进“五星”支部创
建，确保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扛大旗、
挑重担、勇争先！

要压实担子，必须先摸清底子。
常村镇组织各村开展自查，从重点任务
看评星标准，预报所创星级。同时，由
包联县级领导带头，班子成员带队，包
村干部、党建办、纪委、农业办等参与，
成立 8个调研组，结合各村申报星级，
对全镇 35个村逐一会诊把脉，逐村研
判，编制方案。全镇1567名镇、村干部
和网格员走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讲解
创建任务，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

发挥示范效应，抓典型树样板。
常村镇因地制宜，将全镇 35个行政村
大致划分为镇区村、脱贫村、山区村、
移民村等四个类别，分别打造示范样

板，以点带面、以优促建，辐射带动全
镇创建工作加快成势、整体提升。目
前，全镇 35个村支部热情高涨，村村
争星创星，呈现出比、学、赶、超的干事
氛围。

常村镇的工作实践，是辉县市强
力推进“五星”支部创建工作的缩影。
近段时间以来，辉县市扎实开展调研
指导，逐村逐社区抓学习发动，做编制
规划，盯软弱涣散，促网格建设，以争
创“五星”支部为抓手，努力探索党建
引领乡村治理新路。截至目前，全市
521 个行政村参与“星级”支部创建，
其中拟创建“五星”支部 9个，“四星”
支部 33 个，“三星”支部 155 个，“二
星”支部 216个，“一星”支部 108个。
摸排出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19个，开展
集中整顿。

结合“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辉
县市对全市 1400余名“减县补乡”人
员开展业务培训，提高干部引领发展
和服务群众能力。通过多点发力，各
乡镇热情高涨，亮点频出——孟庄镇
抓基层治理，实现党员干部“揭榜挂
帅”与“五星”支部创建有效衔接；占城
镇抓队伍建设，对入党积极分子实施

“71123”量化培养法；高庄乡抓奖惩
机制，将“五星”支部创建与乡村干部

“千分制考核”相结合等。
辉县市还将“五星”支部创建和

“三清三增”专项行动结合，努力把组
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优势，
以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回头看”为
突破口，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壮大村
集体经济。

辉县市创新工作思路，将“党建+

网格+大数据”工作机制作为推进城区
基层党建和社区“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的重要抓手，建立社区（网格）党支部，
结合在职人员“双报到”和“减县补乡”
人员下沉的有利局面，实现城区基层
党组织全覆盖，破解“三无”老旧小区
治理难题。

辉县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表
示，该市将把“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
作，纳入当地“13710”联合作战工作
机制，由市委书记亲自抓、组织部部
长具体抓、乡镇（街道）党（工）委书
记直接抓，形成县乡村三级同心同
力抓“五星”支部创建的良好格局，
为推动“三星”支部成片、“四星”支
部增加、“五星”支部不断涌现夯实
工作基础。

本报讯（记者 王向前）7月 1日，
记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
悉，我省开展的 2022年度失业保险
稳岗返还工作中，目前首批稳岗返还
资金5968.28万元已拨付到位，惠及
484家企业、12.1万名职工。

在此次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工作

中，省社会保险中心依托全省统一
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采取了“政策
找企、免申即享”的经办新模式。同
时，该中心精准定位符合返还条件
的企业，将资金核定后直接打入企
业账户，实现了“免填表、免跑腿、免
申领”。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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