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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街头捡垃圾!关闭$%%多家采石场!群众评议罢免排名靠后的官员""

# 王铁良新政$催生新密转型思路%该市计划在# 十二五$期间投资&%%余亿元# 文化立市$

等资源枯竭时再转型就来不及了
去年 & 身为市委书记的

他走上街头捡垃圾 !今年初 &

' 铁腕$整改&关闭了全市
$%%

多家采石场!不久前 &他又公
开了自己的'

''

$号码!上月
中旬&通过群众评议 &免去了
排名后五位的科室站所负责
人""

他是新密市委书记王铁
良& 自去年初以来的一系列
举动 & 无不在全国引起强烈
反响(

他的一系列新政背后有着
什么样的执政理念) 新密面临
着什么难题& 催生了这一系列
新政) 河南商报记者独家对话
新密市委书记王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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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了
漯河的做法 &其实 &我们今
年已进行过两次类似的民
主评议了(

从今年开始&新密将每
年的

(

月
)*

日 *

)+

月
,*

日 &定
为群众评议活动日 ( 在那
天 &全市

$(

个职能部门+ 含
垂直管理部门, 及

,%,

个内
设科室 * 站所参加各界代
表评议 & 内容包括职能部
门依法办事 * 工作作风等
情况 ( 排名后五位的科室
站所负责人被当场免职 &

排名后三位的职能部门被
通报批评 & 一年中连续两
次落后&也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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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作秀 (

评议群众都是从各行业随
机选出的 &很公平 &评议结
果当然要尊重(今年这两次
评议已经免去了

,%

个科室
站所负责人&上月中旬评议
后&免去了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局长等几个职能部门
领导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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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官场存在
一些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
影响了新密的发展(

一企业负责人曾对我
说&为了使用一块地&用了

&

年时间 & 跑了
(%

多趟才办
成(另外&我还了解到&在新
密修一条路&要经过

-&

道批
文才能开工(像这样的办事
效率&有多少企业都给拖垮
了 & 有多少机遇都给耽误
了&还谈什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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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
$%%

多家采石场都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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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意见大啊- 这些采石场到
处放炮&炸山毁林&给环境造成极大破坏 ( 我
来新密看到这种情况就说&再这样下去 &采石
场非出事不可( 与其出事后治理&不如提前动
手解决隐患( 这也是转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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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但意见大&还到处告状&一
些老板多次到北京上访(

接到他们投诉&就有省里有关部门领导找

我说情&说这是民生问题&怎么能这么搞( 我
说&你们应该到新密看看&然后再说我关得对
不对( 他们都不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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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很大& 但老百姓欢迎就行
了( 关闭采石场有利于新密的长远发展和环
境保护(

我还亲自上街捡垃圾& 就是要让新密人
重视生存环境(

环境不好&生活质量怎么提高) 环境是地
方形象&也是民生问题( 于是我搞百日行动&

配备环卫工人
&%%%

人&各个村庄都有&大力治
理环境( 现在可以说&新密是郑州各县区中最
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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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不变不行了( 新密是个资源
型城市&曾有煤炭*耐火材料*造纸和建材+ 石
料,四大支柱产业(

事实上&四大支柱只有煤炭和耐火材料两
大支柱还算可以 &造纸和建材+ 石料,现在都
算不上支柱产业了(

去年&造纸行业给新密市缴的税&不到
*%%

万元&这对新密来说&算什么支柱产业) 还有
建材+ 石料, &都是消耗资源的&这也是为什么
要关闭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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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 &煤矿是早晚要枯竭的 &与
其枯竭后想&不如现在想(

新密煤矿正在整合中&明年会重新开工(

不过&枯竭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据我们估算&到十二五末&也就是在未来
(

年时间内&新密市煤矿要因资源枯竭而关闭
百分之六七十(这对靠煤炭走路的新密来说&

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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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说&新密如果不抓紧时
间&在这三四年内成功转型&摆脱对煤炭的依
赖&等到资源枯竭了再认识到问题严重性&可
能已经晚了&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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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煤矿分为两部分&郑煤集团和
新密市管的&年产煤大概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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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市管煤
矿一年对财政贡献大概是

(

亿& 占到财政收入
的三分之一(

今年煤矿整合中&市管煤矿几乎都停产了&

不过&新密财政收入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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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密的税收系统存在漏征等
问题( 我们通过完善税源体系&把漏洞都补上
了&去年就多收

"./

亿元&今年可能会更多(

举个例子&新密一些煤矿存在挂靠现象&就
是挂靠到国有大矿逃税( 一个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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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的

煤矿&挂靠后一年只缴五六十万元税&这是不正
常的( 整改后&这个矿今年就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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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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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钱的过头税+ 指为了完成
税收任务而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的做法,都不
会收 & 我们收取的都是该缴而没有缴的 &怎
么会加重企业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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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后门也不行(我去一个煤矿&老
板说&王书记&这个税我应该缴&可能不能缓缴
几天)还列出了一大堆理由(我就问&政府收没
收你过头税) 老板说没有( 我就说好&既然没
收过头税&你就不要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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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文化旅游来转型&新密提出了文
化旅游产业立市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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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奇怪 &很多外地人包括
一些新密人也觉得奇怪 ( 新密有这个资源
吗 ) 有 -

我把新密的文化旅游资源分成三条线( 第
一条线& 是紧邻郑州的白寨曲梁刘寨旅游产业
带( 有两个企业打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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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亿&在这里开发
黄帝宫等项目&建设几座五星级酒店(由于这里
是郑州的城乡接合部&投资完成后&将是郑州人
游玩绝佳去处(第二条线是密州大道沿线&是新
密市到高速路入口的一段& 也正在以文化旅游
产业和房地产业为主开发( 第三条线是围绕新
密县衙*神仙洞*超化寺和打虎亭汉墓为中心的
旅游景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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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起来
&%%

多亿( 这些文化旅游投
资项目&如果在十二五期间完成&新密将会实现
华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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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也是支撑新密未来发展的
$

个
经济带( 十二五之后&新密发展&就要靠这些产
业带去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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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实现后&新密将成为一个# 文
化旅游新密*生态园林新密*时尚宜居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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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是定位地方发展方向!二是
投资民生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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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的社会存款高达
0%%

亿&比巩
义市还高&可如何利用这部分资金建设新密&是
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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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一些人靠资源发财了&他们的
钱来得有点容易&喜欢享受&缺乏创业冲动( 在
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了让新密人建设新密&尽量
创造环境让他们投资家乡& 有些老板就投身到
公益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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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都是对新密市情详细调
研后进行的&不是想当然(还有那些针对群众的
惠民政策&都是了解情况才推行的(新密全部中
小学教室&都安装冷暖空调&所有下岗职工&不
管国企集体&都有了社保( 这在全省都是第一(

现在一些老百姓为什么对政府有意见) 老
百姓认为各地

123

都是两位数增长& 但他的生
活没有变化(

一定要让群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政
府要在民生上舍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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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官员认为&投资到外人很容易
看到的项目上才是值得的& 投资到民生方面不
值得&这是不对的( 我在民生上的做法&可不是
头脑一时发热(你们可以到下面去调查&看我做
的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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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的经济实力强&

123

增长快&

财政收入也高&不担心考核压力( 其实&对地方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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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考核是不合适的(

河南商报记者 王向前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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