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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01 版）谢伏瞻走进产品展厅和生
产车间，详细了解产品市场需求和青
蒿种植效益等情况。谢伏瞻指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满足需求，核
心是提高产品供给质量，
青蒿素的市场
需求量很大，
希望企业紧紧围绕市场需
求确定产品发展方向，早日做大做强。
华洋发动机制造公司引进德国先进技
术和智能设备提升产品质量。谢伏瞻
在微车发动机动力总成项目车间希望
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重视品牌建
设，
拉长产业链条，
拓展市场销售，
产业
转型升级的气魄大一些、步子快一些。
禹州统一电器公司引进德国克莱斯冷
藏汽车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
生产轻量
型高端冷藏汽车。谢伏瞻对产品个性
化定制发展路子给予肯定，
希望企业紧
盯高端市场，
着力提高效益。
在禹州市智汇街区项目，谢伏瞻
参观了禹铨大数据研究院项目和北京
易讯投资建设的 VR+AR 产业园项目，
了解大数据采集应用、服务企业等情
况。谢伏瞻说，发展大数据要用市场
化方式吸引客户，希望入驻企业围绕
大数据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在数据
开掘、市场销售、成本管理、赢利模式
等方面创造经验，为河南企业提供更
好服务。谢伏瞻指出，禹州市过去的
主导产业是煤电能源，要注重改善营
商环境，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通过
产业升级实现转型发展。
谢伏瞻考察了禹州市文化产业
园，了解钧瓷工艺制作和产业培育情
况，察看神垕镇老街改造，对特色街区
景观绿化美化和钧瓷旅游产品开发给
予指导，对神垕镇发展文化旅游方向
给予肯定。他说，推动制造业向高端
迈进是转型，促进二产向三产转移也
是转型，能有效解决群众就业；旅游是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也是百姓消
费热点，神垕镇自然风貌好、文化底蕴
厚，要把弘扬钧瓷文化和古镇旅游开
发有机结合起来，开发和保护并重，加
强宣传推介，完善配套服务，吸引更多
游客；要充分发挥钧瓷产品的个性化
特色，
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多样性需求。
在襄城县考察时，谢伏瞻先后来
到襄城县万杰智能、平煤神马集团首
山化工、河南硅烷科技、平煤隆基新能
源等公司察看，关心循环经济发展和
企业改革职工转岗安置。他指出，要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
化改革、创新驱动，引领产业链向高端
延伸，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工业园区多
引进实体经济，加强污染治理，保护生
态环境。在首山化工，谢伏瞻指出，要
发展循环经济，注重科技创新，将资源
“吃干榨净”，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河
南硅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平煤神马
集团控股的一家混合所有制企业，掌
握着规模化高纯硅烷生产核心技术。
谢伏瞻对企业负责人说，要以开放促
创新，加强与其他企业、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研发合作，围绕自身优势开发出
更多新产品，占领更大的市场，努力做
大做强。
谢伏瞻来到襄城县紫云镇雷洞村
贫困户雷二淼、脱贫户杨玉法家中走
访慰问，生活状况怎么样、家里几口
人、收入靠什么、是否享受了脱贫相关
政策、还有什么困难，谢伏瞻一一询
问，并仔细翻阅脱贫档案卡。雷二淼
身有残疾，依然乐观自信，他向谢伏瞻
展示了写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
容的手抄本。谢伏瞻夸他思想解放，
有精神、有追求，叮嘱他好身体是脱贫
的本钱，多保重身体。雷二淼高兴地
说：
“ 现在有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我
幸 福 着 呢 ，有 信 心 和 大 家 一 起 奔 小
康。”在杨玉法家，谢伏瞻详细了解产
业脱贫和驻村帮扶工作情况，对雷洞
村通过土地流转发展乡村旅游的做法
给予肯定，叮嘱村党支部书记马文科，
要壮大村集体经济帮扶困难户，带动
更多村民致富。谢伏瞻要求有关方面
要把握标准，落实政策，有效增加贫困
户收入，确保精准施策、精准脱贫。要
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
的举措，坚决啃下脱贫攻坚这块硬骨
头。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穆为民参
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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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雷霆”收官
全省法院 80 天执结各类重点案件 7.9 万件，
标的金额 552 亿元
本报讯（首席记者 吴倩 记者 李鹏飞）8
月 10 日，省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夏季
雷霆”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通报“夏季雷霆”专
项行动取得的战果。
根据省法院的统一部署，
今年 5 月 10 日至
7月31日，
全省法院开展了为期80天的
“夏季雷
霆”
专项执行活动。据介绍，
80天来，
全省法院
共执结各类重点案件 7.9 万件，标的金额 552
亿元，
拘传、
拘留被执行人 35615 人，
取得了突
出成效，
达到了预期目标。
据了解，为确保“夏季雷霆”专项行动的
顺利开展，省法院成立了党组成员、巡视员蒋

克勤任组长，省法院执行局局长周明杰任副
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领导小组。全省法院普
遍成立了“一把手”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主要
领导亲自过问、亲自组织、亲自参战，不断推
进专项活动向纵深发展。
全省法院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积极推进
争创无执行积案先进法院创建活动，坚持执
行的强制性原则，以打促执，综合运用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统筹推进联合惩戒、司法网
拍、失信名单发布、案款发放、执行宣传等多
项工作的全面开展。全省法院综合运用法律
赋予的执行工作措施，不断提升案件执结率

和执行完毕率，有效化解了一大批积案。今
年 6 月中旬，最高法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转发
了我省以打促执、依法执行的工作经验，号召
全国法院学习。
专项行动期间，全省法院执行干警，舍小
家、顾大家，加班加点，连续奋战在执行一线，
充分展示了全省法院执行干警的风采。
会上，蒋克勤表示，接下来，全省法院乘
势而上，一鼓作气，持续抓好打击拒执工作，
坚决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周明杰
公布了全省法院打击拒执犯罪十大典型案
例。

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到市政法系统调研

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本报信阳讯（记者 周惠 通讯员 李文会）
8 月 10 日，信阳市委书记乔新江赴市政法系
统调研，看望慰问政法干警，研究部署政法工
作。
乔新江先后察看了市中级法院立案大
厅、执行指挥中心，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大厅、
检务公开大厅，市司法局医疗纠纷调解大厅，
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和指挥中心，调研
工作开展情况，看望慰问政法干警。在随后

召开的座谈会上，乔新江先后听取了市委政
法委及市法检公等单位工作汇报。
乔新江说，政法各部门要紧紧围绕中心，
积极服务中心工作，积极服务改革创新，积极
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提升能力水平，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要深化对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坚持维权和
维稳相结合、长效机制和专项整治相结合、法
治与德治相结合，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妥善做

好末端处置和前端治理，积极推进信息化建
设，不断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要按照
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
风过硬的要求，坚持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
向，加强政法领导班子建设，落实队伍建设责
任制，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
座谈会上，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
府党组成员谢天学汇报工作并表态发言。

济源评出
十大当代愚公

◀ 8 月 9 日，省公安厅
副厅长吴忠华到濮阳看望
慰问酷暑下奋战在一线的
公安民警、辅警及因公牺牲
的民警家属。濮阳市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邵景良，市
政府党组成员，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督察长郭智深等陪
同慰问。
记者 李梦扬 通讯员 武
德龙 王振稳 摄影报道

本报济源讯（记者 聂学强）8
月 9 日上午，济源市举行十大当代
愚公颁奖仪式，杨安国、李长会、卢
一明、毛立争、苗田才、李传清、丁
怀谦、李玉田、李秀兰、侯三元当
选 济源十大当代愚公。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进一步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发挥先进模范
人物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振奋精气
神、凝聚正能量，推动济源市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济源市在全市
开展了济源十大愚公评选活动。
颁奖仪式上播放了十大当代
愚公的感人事迹短片，随着故事的
讲述，许多观众流下了激动的泪
水。
毛立争作为济源政法系统的
干警，他的颁奖词写道：铁骨铮铮，
侠骨柔肠。他是辖区的活地图，他
是百姓心中的贴心人。站起来是
把伞，为群众遮风挡雨；俯下身是
头牛，为群众鞠躬尽瘁。兢兢业业
工作，踏踏实实做事，用平凡注解
敬业，把奉献当作责任。

▶8 月 7 日至 8 日，省公
安厅副厅长鲁恩、反恐总队
总队长祁国明等一行先后
深入南阳基层民警执勤点
等地，对一线执勤民警进行
慰问，并分别到因公牺牲民
警家中对其家属进行慰
问。南阳市副市长、市公安
局局长朱海军等参加慰
问。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王龙 摄影报道

我省对事业单位用人简政放权
事业单位可自主决定聘用人员
本报讯（记者 郭跃华）昨日，记者从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省委组织部、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简
政放权完善事业单位岗位设置动态调整机制
的指导意见》，在设置岗位标准、人员聘用等
方面提出了“六个自主”，进一步落实事业单
位用人自主权，创新岗位管理办法，激发事业
单位发展活力。
指导意见明确了事业单位在岗位设置方面
的
“六个自主”
，
即自主制订岗位设置方案、
自主

设置岗位标准、
自主确定岗位类别和比例、
自主
确定专业技术人员主辅系列岗位、
自主确定岗位
设置方案变更、
自主决定聘用人员。一方面，
切
实把岗位设置权限交给用人单位，
全面落实用人
单位自主权，
使用人单位能够结合单位实际，
做
到按需设岗，
充分发挥岗位管理的基础作用；
另
一方面，
切实把聘用人员权限交给用人单位，
促
进用人单位通过竞聘上岗，
实现人员岗位能上能
下、
待遇能高能低，
实现事业单位用人机制转换，
真正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指导意见在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下
放权限的同时，进一步强调了事业单位的用
人主体责任，促进用人单位依法用权，依法管
理，同时，明确了主管部门和人事综合管理部
门的指导、监督责任，促进政府部门加快转变
职能，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放管结合，优
化服务。指导意见还明确要求对人事工作中
违纪及出现失职失责行为的人员进行问责和
处分，切实保障以岗位管理为基础的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工作公正、规范、高效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