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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创新·合作共赢 距开幕还有３天

抓紧每一天 干好每件事

脱贫攻坚中的第一书记 44

本报讯（记者 赵春喜）4 月 11
日至12日，就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落地生根，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赵素萍到郸城县、西华县调研。

赵素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国家
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指针，
也是我们夺取社会革命和自我革
命新胜利的指南。要按照学懂弄
通做实的要求，做实大学习，抓好
大普及，推动大践行，带着信仰学，
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学，带着好
的学风学，把学习往深里走、往实
里走、往心里走，把思想武装起来，

把意志统一起来，推动各项工作开
创新局面。

调研中，赵素萍指出，乡村振兴
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新
旗帜和总抓手，当前脱贫攻坚已进
入决战关键期，要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相结合，把握好产业兴旺是重
点、生态宜居是关键、乡风文明是保
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
本的总要求。同时，要不忘初心，一
切以人民为中心，保持耐力定力，防
止急躁情绪，科学统筹推进，认认真
真干好每一天，扎扎实实做好每件
事，让党员干部经锻炼、长才干，既
会干事、又能干成事，坚决打赢打好
脱贫攻坚战。③3

本报讯（记者 李点）4 月 13
日，河南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
年会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文慧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省人大制度理论研
究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密联系社会
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和我省人大工作
实际，政治立场坚定、职能定位准
确，研究重点突出、课题成果丰硕，

工作基础扎实、发展态势良好，充分
发挥了人大智库作用，有力服务了
全省各级人大工作。

会议要求，要自觉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
大精神统领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工
作，深刻认识新时代人大制度理论
研究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新任
务，准确把握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
原则要求，扎实推进地方人大工作
理论和实践创新，切实加强研究会
自身建设，进一步提升人大制度理
论研究质量和水平。③4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周晓荷）
4 月 13 日，全省教育督导工作暨
2018 年教育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召开。副省长霍金花出席会议并
讲话。

针 对 全 省 教 育 督 导 工 作 和
2018年教育重点工作，霍金花提出
三点要求：一要在提升思想认识上
下功夫、在突出督导重点上下功夫、
在提升督查实效上下功夫，以评促
改，充分发挥教育督导的重要作用；
二要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

导、始终坚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始
终坚持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推动
各级各类教育持续健康发展；三要
进一步凝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合
力、进一步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开创
全省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今年 3月，国务院首次启动对
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
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抓紧对
照测评体系开展自查自评，逐项列
出清单，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时限，
切实抓好整改。③7

□本报记者 李运海

63 岁 的 农 村 老 汉 如 今 当 了
“官”——担任村里黄河滩区迁建理事
会理事，代表群众每天到迁建点监督
工程质量。他就是封丘县陈桥镇三合
村村民赵顺。

“官”虽然不大，但赵顺很认真，每
天早上都要到工地仔细查看。4月11
日，看到塔吊林立，工人忙进忙出，一片
繁忙景象，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正在建设
中，他高兴地说：“今年年底俺村就能搬
离滩区，再也不用害怕黄河水患了。”

按照黄河滩区迁建点要靠县城、
靠乡镇、靠园区的“三靠”原则，三合村
的迁建点在封丘县陈桥镇北部。陈桥
因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
而名扬中外，1997年被省政府公布为
历史文化名镇。如今，该镇有10个村
共13920人居住在黄河滩区。

赵顺所在的三合村原本在大堤
外，1956年因当地建蓄水池淹没了原
来的村庄而搬到滩区。他回忆，住在
滩区，最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地少，
人均不到一亩地；二是几乎年年水淹，

庄稼难收年年种；三是房子塌了建、建
了塌；结果越过越穷，常年靠政府救济
才能吃饱饭。

作为黄河河道的组成部分，黄河
下游滩区不仅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

的场所，也是区内群众生产生活的基
本空间。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建设投入不足等多方面影响，黄河
滩区目前已成为我省较为集中连片的
贫困地区。

2014年 12月我省启动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试点工作，截至目前，首批试
点涉及的范县、封丘、兰考 3县 14个
村 庄 的 16718 人 已 经 搬 迁 完 毕 。
2017年8月，我省启动第二批试点，共
涉及兰考县、封丘县、长垣县、中牟县、
台前县和濮阳县等 6县 11个乡镇 26
个村的 40132人。与此同时，我省根
据黄河淹没洪水位，又启动了滩区
66468人的迁建工作。这 10.66万滩
区群众牵涉的 19个安置点已经全部
开工，并将在今年完成搬迁入驻。

“看到楼房一天比一天高，全村人
都很高兴。”赵顺说，“大家感谢党和政
府对滩区群众的厚爱。将来陈桥镇大
力发展文化休闲旅游，我们滩区居民
搬来后，都能从旅游产业发展中找到
门路，实现致富。”

根据《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
规划》，我省将用三年时间，将黄河滩
区地势低洼、险情突出的24.32万人整
村外迁安置。其中 2017年启动搬迁
10.66 万人，2018 年打算启动搬迁
7.94万人，2019年搬迁剩余居民，并
在2020年完成全部搬迁任务。②9

□本报记者 陈小平

4月 10日，虽然清明小长假已过，
但济源市大峪镇王庄村依然有不少游
客畅游山间。古色古香的清朝老宅、时
尚炫酷的汽车主题公园、美景环绕的登
山步道，都引得大家流连忘返。

“清明小长假，每天来村里的游客
少说也得1000多人。”王庄村党支部书
记周平说，放在两年半以前，他可想不
到耕地贫瘠、旅游资源稀缺的王庄能有
这么大的变化，而这变化，驻村第一书
记刘剑君功不可没。

刘剑君，河南交通投资集团中原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 年 8
月，被派驻到王庄村任第一书记。“初到
王庄，村里道路坑洼不平、河道垃圾遍

布、村部破旧不堪……”刘剑君对记者
说。

“来村的头3个月，我只做一件事，
就是挨家挨户走访群众。”刘剑君说，全
村159户 600多口人散布在12平方公
里的浅山区丘陵地带。“每天一起床就
往村民家跑，一聊就是半天。才一个半
月，鞋就‘张了嘴’。”

走遍了村里的角角落落，对村里的
发展也有了清晰的思路。“靠传统农业，
王庄想要脱贫，难！我们必须发展三大
产业——经济作物种植、特色养殖、农
业休闲旅游。”刘剑君说。

转变，让村民顾虑重重。为此，刘
剑君一遍遍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号召党
员干部带头示范。他不仅筹资购买桃
树苗免费发给种植户，还协调河南交通
投资集团成立产业发展资金，鼓励大家
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特色养殖。

目前，村里已种植油桃、冬枣、葡

萄、石榴、蔬菜制种等经济作物200多
亩，吸引客商承包荒山 6000多亩。全
村16个大小鱼塘，可年产30余万尾鱼；
养鸡场年存栏1万多只；山羊存栏500
余头。赏花、摘果、垂钓、吃农家乐……
经济结构调整后的王庄村田园变成了公
园，休闲旅游有了环境的支撑。尝到甜
头的村民对发展越来越有信心，大家对
刘剑君的称呼，也渐渐从刘总变成刘书
记，进而变成老刘。

“多亏老刘，有了每亩 500元的补
贴，去年我种了14亩蔬菜制种，净挣2
万多元。他还介绍我在村里干护林员，
每月工资800元……”已经脱贫的王小
敏说。

截至 2017 年 10 月，2014 年识别
的 40户贫困户 158人，已经全部脱贫
或退出，王庄村成功实现贫困村摘帽。

如今，王庄村刚刚挂牌3A级旅游
景区，过几天，济源市乡村旅游节还要

在这里举行。为此，村口的文化墙正在
扩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我们要
把这句话写在村里最显眼的位置。”周
平说，虽然老刘调回城里了，我们还得
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③4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宋艳
丽）4月13日，汤阴县人民政府发布该
县招商引资及重大签约项目落地建设
情况。位于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内的安
阳华龙农庄面粉项目正在抓紧建设
中，作为去年投洽会期间汤阴县与今
麦郎集团达成的重大合作成果，该项
目投产后，将使汤阴县小麦年加工能
力达到200万吨。

投资10亿元、年产面粉110万吨
的安阳华龙农庄面粉项目，是今麦郎集
团在汤阴布局的第3个重大投资项目。
2003年，今麦郎安阳有限公司落户汤
阴；2014年，今麦郎饮品有限公司汤阴

饮品项目签约。
“汤阴县的产业优势和良好的营

商环境，是吸引今麦郎持续投资的重
要原因。”汤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汤阴县重点完善落实权
力清单、责任清单、收费清单“三个清
单”制度，以简政促放权，取消多项审
批前置条件，实行部门联审联办，大幅
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同时，大力推行
企业与政府部门、群众“两不接触”制
度，项目进地不与群众接触，相关事宜
由项目所在乡镇负责，报批行政审批
手续不与职能部门接触，由县里明确
专人负责代办。

“‘清单制’让汤阴的营商环境变
得十分透明，企业看得见摸得着。‘不
接触’原则既避免了企业与群众之间
因用地产生的纠纷，也让行政部门主
动服务企业，把企业的负担减到最
低。”该负责人进一步阐释。

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不断吸引省

外、境外资金流入汤阴。据介绍，2017
年，汤阴县新签约项目40个，合同签约
总额162.3亿元。截至目前，该县12.5
平方公里的食品产业园内，吸引了今
麦郎、众品、博大等 26家知名企业入
驻，成功培育了小麦、大豆、蔬菜、中药
材等十大循环经济产业链。③7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王延辉）
4月13日10时30分，戊戌年澳门恭
拜轩辕黄帝大典在澳门旅游塔会议
中心举行，来自中央人民政府驻澳
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和澳门基
金会行政委员会、澳门教育及青年
局、全球华人寻根拜祖联合会、澳门
客属社团联合总会等各界人士共
500余人参加了大典。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不变的主题、一样的亲情。由

澳门客属社团联合总会、全球华人
寻根拜祖联合会等多个爱国社团共
同主办的戊戌年澳门恭拜轩辕黄帝
大典，依例进行“祥龙纳福”“敬献花
篮”“净手献爵”“行施拜礼”“恭读拜
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
华”“天地人和”等九项议程。8名来
自中原黄帝故里的小朋友手持国旗
与8名手持区旗的澳门小朋友一同
进场，和现场人士一起高唱《龙的传
人》，将拜祖大典推向高潮。③7

让24万乡亲早日搬出黄河滩区

赵素萍在郸城县西华县调研时要求

做实大学习 抓好大普及
推动大践行

扎实推进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工作

开创全省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澳门举行戊戌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刘剑君感言

刘剑君：从刘总到老刘的幸福

从刘总到刘书记，再到老刘，村民

对我称呼的改变，是我最高兴的事。一

心一意为民办实事，村民最终接纳了

我。

任第一书记的两年半，有很多难忘

的事。但作为一名党员，最重要的是不

论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都要像习总

书记讲的那样，心里装着群众，一心一

意为老百姓做事。

只有当你怀着责任去扶贫，才能克

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只有当你怀着热情

去工作，才能有所收获。③4

“清单制”让汤阴营商环境更透明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4 月 12
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为加快解
决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我省全
面启动了县级及以上地表型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问题排查整治工作，
目前共排查出涉及 28个水源地的
297个环境问题。

按照生态环境部、水利部部署，
我省在今年年初完成了 65个县级
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
问题排查。各地将按照“一个水源
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要求和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一源一策、稳
妥解决”的原则，对 28个水源地存
在的297项环境问题逐一制定整治
措施，明确整治时限。排查出的问
题涉及16个市县，涉及水源保护区
内生活污水、垃圾未集中处理等问
题。

监测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良
好。按照地表水饮用水源地28项、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 23项因子进行
评价，全省省辖市饮用水源地取水
水质达标率为98.2%。“目前水源地
水质总体不错，但部分水源地保护
区内还存在着网箱养殖、旅游餐
饮、工业企业等安全隐患，这是不
允许的。”省环保厅有关负责人表
示。

为保护饮水安全，彻底解决存
在的问题，我省下一步将围绕水源
地保护区“划、立、治”三项重点任
务，督促各地认真整治保护区内环
境违法问题，全过程、全方位公开各
类信息，全面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2018年年底前完成 14个市级水源
地 166个环境问题整治，2019年年
底前完成14个县级水源地131个环
境问题整治。③4

我省排查整治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保护区环境问题

封丘县陈桥镇黄河滩区迁建点正加速主体工程施工。⑨3 尹祖涛 摄

视觉新闻

4 月 13 日，在中信重
工伊滨高端电液智能控制
产业基地，工作人员正进行
机器人的组装。该企业推
出“研发试验基地+产业化
及销售服务区域中心”运营
模式，致力于机器人产业设
计研发和市场推广，目前已
具备年产特种机器人3000
余台的能力。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