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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霞 成利军）8月
7日，副省长宋争辉到济源就高考综
合改革、企业科技创新、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等工作进行调研。

在济源一中，宋争辉强调要加强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的宣传解读，加快
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落实普通高中新课程标准，有序推进
普通高中选课走班，推动高考综合改
革顺利进行。

在河南豫光金铅、济源伊利乳
业，宋争辉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金融机构等建立产学研合作关
系，提升研发能力，激活创新动力，合
力推动规上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有
效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持续稳定
增长。

在济源玉泉街道西马头居委会，
宋争辉指出要严格落实河南省农村
地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十八条措施，加
强中高风险地区入（返）乡人员和农
村重点场所防控管理，严格落实入
（返）乡人员报备，坚决筑牢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屏障。③7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8 月 4日
至 5日，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河南省
委会主委霍金花带领课题组赴三门
峡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专项民
主监督工作。

课题组一行深入湖滨区山水林田
湖草沙综合治理项目、陕州区观音堂
镇杜家沟废弃矿山修复项目等地实地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有关部门
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及意见建议。

霍金花对三门峡市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

肯定。她指出，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切
实增强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要坚持党的领导，准确把握民
主监督的性质定位，确保民主监督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坚持问题
导向，深入开展调研，坚持双向发力，
讲好黄河故事，找准工作着力点。要
充分发挥机制作用和民盟优势，形成
工作合力，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
理取得扎实成效。③5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8月 5日，
记者从省政府国资委获悉，《河南省
省管企业主业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已于近日出台，提出
原则上省管企业主业不超过 2个，培
育业务不超过 2个，推动资源不断向
主业企业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

“链长”企业集中。
就主业管理出台规范性文件，在

河南省政府国资委成立以来尚属首
次。据介绍，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
建立主业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企业做
强做精主业。河南省政府国资委全面
梳理省管企业国有资本布局和产业发
展现状，认真领会新时代国有企业的
战略定位和历史使命，征集省管企业
意见并多次沟通后形成《办法》。

《办法》提出省管企业构建主业、
培育业务“2+2”框架，培育业务设立5
年培育期，培育期内视同主业管理。
同时，结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
等精神，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主
业管理作出专门规定。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以对战略性核心业务控股为主，
主业不超过 3个，培育业务不超过 2
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财务性持股
为主，实现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
增值，不核定主业和培育业务。

由省政府国资委负责企业集团主
业核定，集团负责权属企业主业核定。
省管企业主业一经核定，原则上不予调
整。五年规划期末，如原定培育业务达
到主业标准，按程序调整。五年规划期
内，省管企业确需调整主业的，应于6
个月内重新履行申报程序。

《办法》还指出，培育业务实行“一
引导两严控”，引导企业将战略性新兴
产业作为培育业务；严控资产规模较
小、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盲目选育无
资本实力、人才储备和管理经验的业
务；严控建筑业、房地产业以外的企业
将“房地产开发经营”作为培育业务。
同时，树立“一业一企、一企一业”导
向。强调省管企业在子企业层面推动
一类业务主要由一个子企业专门运
营，一个子企业主要经营一类业务，打
造专业化子企业。③7

《河南省省管企业主业管理办法（试行）》出台

省管企业主业、培育业务
均不超过２个

□本报记者 刘勰

牢记“国之大者”，践行初心使命。
今年上半年，省纪委监委聚焦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的落实情况，强化政治监督，建立
6个方面17条政治监督清单，制定政治
监督工作指引，组织开展专项整治，一体
推进“三不腐”，全省共发现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问题4355个，立案查
处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问题84起、处
分126人，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
河南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紧盯重点领域，坚决清理风险隐患
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今年上半
年，全省共处置问题线索 35723件、立
案 15472 件、处分 17004 人、留置 522
人、移送司法机关 274人，严肃查处了
省检察院原巡视员张湘衡、省司法厅原
厅长王文海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形成

有力震慑。受理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
18543件，同比下降 16%，减存量遏增
量成效明显。加大打击行贿力度，全省
立案涉及行贿问题 189 件，处分 84
人。全省共有182人主动投案。

紧盯“关键少数”，深入学习贯彻《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
监督的意见》，对管党治党主体责任缺
失、监督责任缺位、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
严肃追责问责，对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
坚决查处。今年上半年，全省查处各级

“一把手”220人，因落实“两个责任”不
力问题问责“一把手”47人。探索开展
精准化、分众式廉政谈话，对新提拔重用
省管干部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260余人
次。按地区、单位、系统领域逐一开展政
治生态分析研判，督促层层严格自律、严
负其责、严管所辖。落实“三个区分开
来”要求，为345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紧盯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注重发
挥相关单位职能作用，建立“精准选题发

现线索、查办案件形成震慑、以案促改集
中整治、完善制度监督执行”工作机制。
紧盯人、责、粮、钱“四条主线”，聚焦“靠粮
吃粮”问题，严肃查处了河南粮食交易物
流市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赏、开封市粮食
局原党组成员魏希林等一批粮食“蛀
虫”。专项整治以来，立案1188件、1848
人，组织处理 1179 人，党纪政务处分
1033人，留置99人，追赃6015万元。

紧盯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监督推动
各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聚焦金融风
险背后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深挖问题线
索、彻查窝案串案，严肃查处了河南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原首席发展顾问窦荣兴、
中原银行副董事长魏杰等违背金融政策
大搞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截至6月底，
全省受理问题线索1697件，立案756件，
留置9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05人，给
予组织处理177人，主动投案11人。

紧盯社保基金管理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注重发挥主管监管部门职能作用，

加强与人社、民政等10部门的协同联动，
重点整治贪污侵占、以权谋私，内外勾结、
骗取待遇，失职失责、玩忽职守以及能力
作风方面的问题。截至6月底，全省共处
置问题线索1956件，立案251人，组织处
理217人，党纪政务处分115人，移送司
法机关24人，挽回经济损失4706万元。

紧盯供销合作社系统腐败问题，聚焦
“关键少数、关键环节”，重点查处在资源
开发、土地使用权出让、高价并购民营企
业、低价处置社有资产等环节大肆收受
贿赂、侵吞社有资产以及滥用职权造成
社有资产严重流失等问题。截至 6月
底，共受理问题线索1646件、2205人，立
案1404人，党纪政务处分1072人，组织
处理653人，留置30人，移送司法机关52
人，主动投案16人。同时，坚持查处腐败
与推动整改、促进改革相结合，督促全省
供销合作社系统共收回房屋11795间、
被占土地 1960亩，追缴违纪资金 4082
万元，挽回经济损失5805万元。③5

稳妥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激活企业科技创新动力

持续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

聚焦“国之大者”强化政治监督
—“落实十一届省纪委二次全会精神·半年看进展”系列报道之一

黄河灵宝段绿意盎然，蓝天白云映射下天水一色，一幅生态画卷徐徐展开（8月7日摄）。⑨3 聂冬晗 段景波 摄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山环着水，水拥着城。裹挟着
王母冠、大苏山、泼河水库、五岳水
库……百里官渡河宛若潜龙腾渊，又
似游龙吐珠，环绕着璀璨明珠般的光
山县城，在大别长淮间熠熠生辉。

“一湖山水入城来，一城水韵留
乡愁。”8月 2日，谈起近年来光山县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县委书记
王建平话语里难掩兴奋，“围绕创建
省级生态示范县、打造‘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光山县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文
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发展进程，坚
定‘拥河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态产
业，百里画廊、百里水乡越绘越美。”

拥河入怀安乡愁，引景入室享美
好。光山县厚植生态优势，奋力实现

“两个更好”：官渡河风景区横空出
世，“官渡八景”明艳登场；龙山湖
碧 波 万 顷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润 泽 万
家；大苏山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创建
4A 级旅游风景区，荣膺“中国森林
养生基地”；司马光油茶园争创国
家油茶公园，“ 一壶油”润泽千万
家，“一亩茶”香飘海内外、“一群鸭”
成就大产业……生态农业、生态工业
和生态旅游业百花竞秀，生态环境优势
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经济优势。

沿着龙山湖西岸新修的环湖路，
车窗外绿深林密，花红树绿，被路旁
怒放的紫薇、木槿、百日菊簇拥着一
路南行，不觉间峰回路转，碧波忽现，
河川大草原上草长莺啼，白鹭翻飞；
远远望去，对岸司马光小镇阡陌纵
横，田园葱郁，房舍俨然，点缀其间；
山坡上司马光万亩油茶园似玉树琼

枝，紫红色的油茶果星星点点。
“漫游光山，就是在仙境穿行，感

觉真的太美啦！”光山县委宣传部新闻
干事上官幼林感叹。也正因此，大学
毕业后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她毅
然决然回到了家乡，“同学看到我拍的
家乡美景、采写的光山日新月异发展
变化的稿件，个个羡慕，说我天天活在
画中呢。”

跨过万河桥，步入油茶园，徜徉
在茶溪谷，走过红军渡，流连在司马
光小镇，不觉间渔舟唱晚，官渡河两
岸已是华灯初上。

车过官渡河产业集聚区，联兴
油茶加工厂、平煤神马新材料产业
园、富邦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寒羽尚
服饰有限公司、三元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一座座绿色工厂内机器轰
鸣，生产正酣。③4

光山：一湖山水入城来

大美中国大美中国··魅力河南生态行魅力河南生态行

记者手记

生 态 资 源 是 光 山 最 宝 贵 的 资

源、最具竞争力的优势，生态文明建

设是光山最具潜力的发展方向。正

是历届光山县委、县政府以“功成不

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责任担当，凝心聚力护生态，

砥砺前行谋振兴，把生态优势转化

为经济优势，成功创建了全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省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和全省空

气质量二级达标县，光山的天更蓝、

地更绿、水更清、人民更幸福。一张

蓝图绘到底，走对路子放胆行，我们

坚信，美丽光山百里画廊、百里水乡

一定会越绘越美，魅力光山绿色底

蕴一定会世代相传、永续共享！③4

近年来，随着城市汽车保
有量快速增加，停车设施供给
能力短缺、治理水平不高等问
题愈发突出。就拿省会郑州来
说，截至今年3月底，郑州市区
机动车保有量达 5120159辆。
但应与之相匹配的停车位却远
远没有“跑起来”。根据郑州市
停车管理中心推算，目前郑州
市8区（金水区、管城回族区、二

七区、中原区、惠济区、经开区、
高新区、郑东新区）大约有停车
位210万个。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城市
机动车数量和配建停车位数量
比例为1.1到 1.3，可以看出，郑
州市配建停车位数量缺口仍然
不小。城市停车位“僧多粥
少”，随着汽车保有量快速增
加，停车难也在加剧。

城市停车位“僧多粥少” 现状
□本报记者 逯彦萃

近年来，停车难、停车贵已成为很多城市的通病，困扰广
大车主，影响了城镇化的质量。为了补齐城市停车设施供给
短板，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停车设施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到 2025年居住社区、
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出
行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缓解停车难，扩大停车位供
给与提高现有停车位的使用效
率是当前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

扩大增量方面，《意见》明
确，新建居住社区要严格按照
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和居住
社区建设标准配建停车位。改
造老旧小区、老旧街区、老旧楼
宇等时，结合居民意愿，统筹推
进停车设施建设、改造。利用
居住区空地、地下空间、立交桥
下等闲置地段挖潜泊位资源。
鼓励学校利用地下空间、操场
等空地设置临时停靠通道、临
停和即停即走泊位。加强中心
城区外围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轨道交通外围站点的公共停车
设施建设。在城市出入口和城
市轨道交通外围站点建设“停
车+换乘”停车设施。

盘活存量方面，我省将在停
车管理信息化、智能化上做文

章。《意见》明确，要提升装备技
术水平，到2025年，培育一批电
子不停车快捷收费软件解决方
案和成熟应用产品；培育一批机
械式停车装备骨干企业，研制一
批自主品牌的停车装备产品；优
化停车信息管理，按照全省“一
张网”要求，强化停车设施数字
化、智慧化管理，研究制定全省
智慧停车设施建设指南，将智慧
停车纳入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
台，统筹谋划，一体推进；要鼓励
停车资源共享，优化大型公共建
筑（群）停车场出入口设计，预留
对外开放条件。鼓励机关、企事
业单位在加强安全管理的前提
下，向社会开放内部停车设施。
鼓励商业设施、写字楼、旅游景
区、体育场馆等停车设施在空闲
时段向社会开放。推动居住社
区、企事业单位、道路停车资源
市场化经营管理。

盘存量扩增量 缓解停车难 解题

《意见》提出了我省城市停
车设施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
全省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
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
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
停车设施系统，社会资本积极参
与，停车资源有效利用，停车设
施智能高效，停车规范有序，居
住社区、医院、学校、交通枢纽等

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
足，出行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到2035年，布局合理、供给
充足、智能高效、便捷可及的城
市停车系统全面建成。

《意见》要求各地加强普查，
摸清本地城市停车资源底数，建
立城市停车设施供给能力评价
制度。③6

郑州市区道路上开设的夜间停车位，缓解停车难题。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2025年，出行停车难将有效缓解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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