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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系列新闻发布会

换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发展产业、稳定就业，是易地
搬迁的“后半篇文章”。搬迁只是
手段，脱贫才是目的，贫困群众从

“老地方”搬到“新家园”，最希望过
上的新生活，就是实现“家门口就
业、在家赚钱”。

省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处处
长陈静说，我省坚持把后续扶持作
为重中之重，重点围绕搬迁后“怎么
办、怎么干、干什么”等难题，以安置
点为依托，以搬迁群众为主体，大力
开展思想教育、环境整治、移风易
俗、志智双扶、自治管理等活动，全
力做好搬迁“后半篇文章”。特别是
今年以来，我们在做好安置点疫情

防控的同时实现了复工复产，巩固
了搬迁成效，为今年顺利实现全面
收官打下良好基础。

卢氏县兴贤里搬迁安置社区
管委会主任黑华宁说，兴贤里社区
作为全省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
置点，为了能把这些来自十里八乡
的群众凝聚成像“一家人”一样过
日子，我们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堡
垒作用，成立了管理委员会，设立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卫生、物业
等服务部门 15个，设置民政、就业
等便民窗口 8个，确保群众享受各
类政策“不脱节”，就医、就学、就业

“无障碍”。③4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9月 23日，
由省委宣传部、省总工会联合举办的

“唱响中国梦 中原更出彩”河南省职
工歌手大赛决赛在郑州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
主席王保存等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
颁奖。

此次大赛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繁荣和活
跃职工群众文化生活，不断提升职工
文明素质和文化素养。大赛自启动以
来，深受职工歌唱爱好者欢迎，全省超

过1000名职工歌手报名参赛。历经4
个月的层层选拔、组织推荐、专家评审
和网络评选，有 28名职工歌手进入决
赛。决赛现场，歌手们通过尽情放歌
展现了广大职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的精神风貌以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的炽热情怀。

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最
终，洛阳市总工会推荐的曹德鹏、省直
属机关工会推荐的莫蔚、郑州市总工
会推荐的马丽娜分别获得通俗组、美
声组、民族组一等奖。③4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
媒体记者 刘梦珂）9月 24日，省委常
委、秘书长穆为民到夏邑县调研脱贫
攻坚工作，先后来到郭店镇王刘庄果
园、电商产业园、长寿广场消费扶贫展
销会，实地查看特色种养业、电商扶贫
和消费扶贫情况，到郭店镇杨老家村
看望贫困户，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并与当地干部座谈交流，查漏补缺、举
一反三，研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
官战的具体举措。

穆为民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
抓住有限时间，围绕全面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的脱贫任务，切实抓好“两类
户”监测帮扶、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和
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消费扶贫等工

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要坚持
问题导向，把国家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与考核督查、扶贫审计、脱贫攻坚普
查等问题整改统筹起来，查目标进
度，查返贫致贫、查疫情灾情影响、查
短板弱项、查风险隐患，分类建立整
改台账，确保 11月底前各类问题全面
清零。要坚持效果导向，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做大做强龙头企业，积极培
育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
主体，完善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千方
百计促进农民增收。要着眼于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加强对
政策、产业、人才、机制等方面衔接的
研究谋划，以高质量脱贫攻坚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③4

本报讯（记者 冯芸）9月 24日，黄
河文化高层论坛在郑州举行。来自12
个省区社科院、高等院校及文博文化
部门的专家 180余人相聚黄河之滨，
共论黄河文化传承与弘扬。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出席开
幕式并讲话。他指出，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对黄河文化保护传承
弘扬提出了纲领性要求，赋予了广大
社科理论工作者深化黄河文化研究
的重大历史责任。要从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出发，把
历史和现实贯通起来，把继承和创新
结合起来，把文化建设和黄河流域高

质量发展统筹起来，持续深化黄河文
化是中华民族根和魂的研究，持续深
化推动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的研究，持续深化将黄河文化资源优
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的研究，汇
聚唱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强大合
力。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学
家刘庆柱，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
员、甲骨学家王宇信，分别以《黄河
文化与中国不断裂的文明史》《黄河
文化与甲骨文》为题作主旨报告。
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河南等省
区社科院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等单位的专
家作大会发言。论坛由省社科院主
办。③6

河南省职工歌手大赛圆满收官

黄河文化高层论坛在郑举行

持续巩固提升脱贫质量
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任务

1 做好规划，确保“搬得出”

当“一方水土养育不了一方人”的时候，怎么办？“换一方水

土富一方人”成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做法。9月24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

系列新闻发布会之易地扶贫搬迁专场，全面展示省直部门以更

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记者 栾姗

易地扶贫搬迁，是扶贫的一种
形式，要让搬迁后的群众生活方式
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适度超前在规
划上做好文章。

省发展改革委一级巡视员黄
亚军说，“十三五”时期，河南易地
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共计
25.97 万人，主要涉及大别山、伏牛
山、太行山“三山”地区的 10个省辖
市和示范区、50个县（市、区）。我
们坚持把易地扶贫搬迁纳入乡村
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现代产业
发展中统筹推进，共同推动“依托

‘四靠’搬得出、覆盖‘五有’稳得
住、围绕‘五个一’能致富、实现‘五
新’生活好”的河南路子，成为全国
典型之一。

省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汪继
章说，经过精准识别，“十三五”期间
全省共确定 25.97 万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截至
2019年年底，这部分贫困人口已经
全部入住新居，实现脱贫 25.15 万
人，剩余未脱贫搬迁对象将和全省
贫困人口一道实现脱贫，迈入小康
社会。

2 优化资源，确保“稳得住”

一些地方，之所以出现“搬而不
住”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贫困
群众搬迁之后，生产生活条件还不够
完备，就业创业资源也不够丰富。因
此，确保贫困群众“搬得出”且“稳得
住”，必须在优化资源上下功夫。

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王锋说，迁
建后的拆旧复垦，事关推进易地扶贫
搬迁工作大局。我省创新运用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建立了具有
河南特色的拆旧复垦节余指标交易

“宅基地复垦券”制度，不仅有效保障
了搬迁安置用地，也为脱贫攻坚开辟

了重要的资金筹措渠道。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李

新怀说，我省指导各地依法依规开展
工程竣工验收，对竣工验收程序不符
合规定，仍存在质量问题的项目，限
期整改，重新组织竣工验收通过后方
能交付使用，让群众住上“放心房”。

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郑新建
说，为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我省调整
优化资金投入负担机制。“十三五”
时期用于易地扶贫搬迁的地方政府
债券、银行贷款、专项建设基金本金
全部由省级财政负责偿还。

3 提供支撑，确保“能致富”

●“十三五”时期，我省易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共

计25.97万人
主要涉及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三山”地区的

10个省辖市和示范区、50个县（市、区）

●截至 2019 年年底，这部分贫困人口已经全部入住新

居，实现脱贫25.15万人
剩余未脱贫搬迁对象将和全省贫困人口一道实现脱

贫，迈入小康社会

数说我省易地扶贫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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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铮 摄影报道

9月24日，经过全方位提升的河
南博物院主展馆面向社会开放，全新
的基本陈列“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及
部分专题展览与公众见面。重新开
放的主展馆共设有 16个展厅，整个
展览精心挑选了5000余件套精品文
物，包括镇院之宝等珍贵文物及近年
的考古新发现等。⑨6

▲观众在主展馆参观
◀镇院之宝之一莲鹤方壶亮相主展馆

河南博物院主展馆新妆亮相河南博物院主展馆新妆亮相

本报讯（记者 杨晓东 祁道鹏）
9 月 23日至 24日，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省监委主任任正晓就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系
列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纪委和省
纪委全会部署，赴驻马店市上蔡县、汝
南县、驿城区调研。

任正晓深入纪检监察机关、乡村
社区与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调
研了番顺西红柿产业园、伊克斯达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王守义十三香集团、
鹏辉锂电池有限公司和上蔡县湿地公
园、宿鸭湖清淤扩容工程等，并了解内
部监督巡察工作情况。

任正晓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
决贯彻落实“六稳”“六保”、构建新发
展格局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

际行动做到“两个维护”。要树牢人民
至上理念，扎实开展决胜年行动，推动
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取得实效、长效，
以有力监督助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
用好“四种形态”，严查诬告陷害，澄清
保护干部，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
好发展环境。要坚持实事求是、依规
依纪依法，有贪必肃、有腐必反、有案
必查、查必彻底，以严的氛围促进学和
干的氛围。要深入开展内部监督巡
察，精准发现问题，着力推动整改，切
实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任正晓还代表省纪委监委机关给
上蔡县学子送去了“金秋爱心助学”捐
款，走访了小王营村贫困大学生家
庭。③5

为融入新发展格局
提供坚强纪法保障

□谭勇

9月16日，省安委会全体会议暨全
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召开，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
要论述，动员全省时刻保持高度警醒，抓
好重点时段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
了省委主要领导关于做好当前安全生
产工作的要求。

省政府主要领导指出，省委、省政
府始终高度关注安全生产工作，全面加
强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当前正处于事故易发期，各级各部门要
认真落实省委主要领导关于防范重特
大事故发生、推动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基
础工作等要求，充分重视较大事故数量
大幅上升、重点领域事故总量居高不下
等苗头性问题，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
的态度，时刻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
肩上，稳字当头，抓实抓细，坚定不移守
住安全生产红线。

会上，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了全省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展情况。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启动以来，
按照国家和我省部署要求，河南根据地
域特色和行业特点开展针对性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

高位推动 周密安排部署

省委、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专项整
治三年行动，省委主要领导多次作出批
示，并在8月31日到省应急厅调研时再
次强调了专项整治工作；省政府主要领
导多次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全省安全
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专题研究部署。许
昌现场推进会、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对全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再安排再部署，行业领域专项整治工
作也同步扎实推进。

我省成立省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
的领导小组，抽调骨干力量组建领导小
组办公室和工作专班，及时组织有关部
门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研究对策措
施，把过氧化苯甲酰使用、道路包车客
运、食品制造、地下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等
重点问题纳入专项整治。各省辖市均
成立了由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
小组，洛阳、郑州、焦作、南阳、新乡等省
辖市结合各地实际，在全省“1+2+9”方

案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安阳、许昌、漯
河、商丘、驻马店等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
人召开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
研究部署工作。各牵头部门主要负责
人亲自安排部署，立足自身职能对方案
进行细化分解，制定时间表和工作台账，
推动工作开展。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工作

加强协调调度。省安委会每月组
织召开成员单位联席会议，每旬召开视
频推进会，交流工作经验，分析存在问
题，研究下一步工作。

开展约谈警示。省应急管理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约谈发生市政地
下有限空间作业较大事故的省辖市和
相关企业。省安委会办公室对发生事
故、专项整治进展缓慢的省辖市和行业
部门进行警示提示。

组织专项检查。开封市组织应急、
公安、消防救援部门对化学品经营商店
开展联合检查，查获一批违法销售的危

险化学品。周口市排查沿街门店、“多合
一”场所 1952家，排查整改隐患 3198
处。

实施精准指导。省安委会办公室
安排18个工作组，常态化联系各省辖市
和安委会成员单位，暗访暗查、调研指导
专项整治工作；每月通报各地专项整治
进展和存在问题，适时组织相关部门会
商研判，提出工作意见建议。

强化宣传教育。在省主要媒体刊
发专项整治综合报道，开辟专项整治进
行时专栏；每周编发专项整治信息简
报。省自然资源厅结合自然资源管理

“两统一”要求和高质量发展需要，举办
全系统专项整治业务专题培训班。

以案促改 整治突出问题

安全生产，需要警钟长鸣。我省结
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扎实推
动以案促改。

省应急管理厅结合义马气化厂
“7·19”重大爆炸事故，在全省应急管理

系统开展专题以案促改，制作10部典型
事故案例警示片进行巡回播放，印制《生
产安全事故案例选编》开展警示教育。

省应急管理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针对建筑市政领域事故多发情况，联合
召开专题会议，制定全省房屋建筑安全
隐患排查整治方案、地下有限空间作业
安全管理办法。

省交通运输厅针对豫A号牌客车
在贵州“7·8”自燃事故，实施“四个严
禁、四个一律”措施，从严查处道路客运
企业和车辆违法违规行为，共排查企业
1.08万家，整改隐患6701项，约谈企业
420家，查处违法违规营运车辆 1050
台次。

许昌市吸取长葛市“5·26”爆炸和
“8·15”加油站窨井窒息事故教训，建立
“一网一图一台账”，排查废弃场院、仓
库、小作坊3052家，关闭取缔143家。

濮阳市针对范县“7·30”闪燃事故，
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检查，排查整改各类
安全隐患548处，查处违法行为268项。

排查整治 建立清单台账

消除隐患才能确保安全。我省全
面排查整治重点单位（场所）、关键环
节安全风险隐患，建立完善问题隐患、
制度措施“两个清单”，目前已登记重
大隐患144项，建立制度措施清单266
个。省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开展企业大
排查大起底，逐企业核对证照、资质等
情况，推动建立“一企一码一档”，实施
问题隐患和制度缺陷“双归零”。截至
目前，各级各部门共检查各类企业（单
位）4.4万家，排查隐患21.1万处，行政
处罚 2771次，责令停产整顿 2084家，
约谈警示2676家。

省应急管理厅的通报显示，虽然
我省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但市县和部门之间进展不平衡，
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进展有快有慢，
责任体系不健全、措施有软有硬，排查
整治不彻底、质量有高有低等问题。
特别是一些市县和部门“两个清单”仍
未建立，抓安全生产习惯于老套路、老
办法，没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缺乏创
新思维和拼搏精神，安全生产事故依
然多发频发。下一步，我省将把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持续推向深
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因地制宜 持续发力
河南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