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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东坡）5月 11日，
中央依法治国办副主任、司法部部长、
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副组
长唐一军来豫，听取了我省全面依法治
省、司法行政和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情况汇报，并与省委依法治省办、省司
法厅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唐一军强调，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正有序开展、顺利推进，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当前正处在查纠整改的关键环
节，要按照总体部署，紧密结合实际，
持续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思想教
育要再深化。要坚持把学习教育贯穿
教育整顿始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党史学习教育与
查纠整改有机结合，围绕忠诚纯洁可
靠这一根本要求，不断夯实思想根基、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忠诚本色、增强思
想自觉。推进力度要再加大。要把握
工作节点，紧盯关键环节，抓得更紧一
点、力度更大一点、工作更实一点、要

求更严一点，聚焦顽瘴痼疾整治和监
狱综合治理，律师、公证、司法鉴定行
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抓住重点人、重
点事和重点问题，坚持认真较真动真，
抓深抓细抓实，严肃深入查纠、扎实有
效整改。统筹协调要再强化。要把队
伍教育整顿作为系统工程，强化系统
观念，统筹做好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
加强与有关部门和政法各单位的协调
联动，形成分层分批、齐抓共管、相互
配合、协同推进的整体合力。工作任务
要再落实。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坚
持党委（党组）主抓、领导带头，真正把
领导责任、主体责任、直接责任扛在肩
上、抓在手中、落在实处，形成一级带一
级、一级促一级，层层压实责任、层层狠
抓落实的工作格局。要切实转变作风，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努力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推动教
育整顿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甘荣
坤参加调研和座谈。③8

本报讯（记者 金京艺）5月 12日，
省委外办与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以视
频连线方式，共同举办党史学习教育

“联学联办”活动。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江凌，中国驻

卡塔尔大使周剑出席活动并致辞。
江凌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把

党史学习教育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
平外交思想结合起来，通过传承红色
基因，践行“外事为民”理念，进一步激
发了我们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是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创新举措。我们将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契机，加强与前方使领馆

的沟通对接、合作交流，彰显党史学习
教育成效。

周剑在致辞中说，河南红色资源
丰富，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整合国内国外两种资源，
当好豫资企业的牵线人、服务站，运用
多种形式保障河南在卡企业的合法权
益，服务河南开放发展。

活动期间，江凌代表河南省委向中
国驻卡塔尔大使馆赠送“中华源·河南故
事”系列丛书。省委外办、郑州宇通集团
与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及我驻卡金融机
构等围绕客车出口相关事宜进行合作对
接。活动还邀请焦裕禄干部学院老师讲
授《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③5

本报讯（记者 刘勰）5月 11日，省
纪委监委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
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
省纪检监察系统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
任曲孝丽主持会议并讲话。她指出，
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
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全省纪检监察机关
要把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结合起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实干实效自
觉践行“两个维护”。

曲孝丽强调，要立足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作用，加强政治
监督，督促各级党委、政府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担负起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不懈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坚决做到令行禁止，以监
督实效服务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
发展。要聚焦环保督察问题推动整改，
督促各级主责部门补齐短板，促进生态
环境持续改善，“当下改”和“长久立”相
结合，把总书记关于“保持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定力，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的重要要求落到实处。

曲孝丽随后到郑州市惠济区实地
调研，了解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工作进展情况。③6

本报讯（记者 陈辉）5月 10日，副
省长费东斌到郑州市调研汽车产业发
展情况。

费东斌先后来到上汽乘用车郑州
分公司、海马汽车、广州风神汽车郑州
分公司，听取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
绍，实地查看了企业生产线、新能源汽
车体验中心和新车引进投产情况等。

费东斌指出，汽车产业生产链条
长、带动能力强，是推动我省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省市场辐射
广、消费潜力大，汽车产业具备较好的

发展基础。要抢抓新能源汽车发展和
汽车产业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发展机
遇，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完善产业配
套，延长产业链条，扩大市场份额，培育
竞争新优势。要用好国家促进汽车消
费政策，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引进汽车
龙头企业，支持它们在河南发展壮大，
不断提升企业发展质量和水平。要着
力做好“十四五”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不
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政府服务意识，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促进我省汽车产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③8

司法部部长唐一军来豫调研时指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落地落实

省委外办与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联学联办”活动

以监督实效服务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抢抓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机遇
做大做强汽车产业

□本报记者 田宜龙 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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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今年一季度，洛阳生产总值实现

1277.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3% ，较
2019年同期增长10.6%，平均增速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位居
全省前列。

近 年 来 ，洛
阳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
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聚
焦国家、省赋予的新定位，把建设现
代化都市圈作为主战场、主抓手、主
平台，与郑州、西安等市携手并肩打
造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共同打造中西
部地区协调发展新的动力源。

牡丹文化节期间，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建
设座谈会在洛举办，特邀专家、学者
齐聚古都，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共
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大计，共话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合作。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要求建设郑洛
西高质量发展合作带。这是基于全
流域统筹作出的重要决策。”国家发
改委原副秘书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名誉会长范恒山表示。

伴随着洛阳
都市圈建设和现

代化强市建设全面启
动，洛阳用牡丹文化节作为节会“王
牌”，构建场域载体的“强磁场”，“城
市洛阳”加快走向“区域洛阳”。

近年来，洛阳奋力挺起制造业脊
梁，连续三年获得“国务院工业稳增

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今年一
季度，地企合作签订都市圈产融合作
协议 448个、总金额 348亿元，“强磁
场”效应持续显现。

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集中签约
项目 32个，投资总额 756.1 亿元，为
加快洛阳都市圈和现代化强市建设
注入强劲动能。

中信重工、中国一拖等企业立
足资源优势加强与济源市合作，共
同打造完整装备制造产业链；呼南
高铁焦作经洛阳至平顶山段、都市
圈市域快轨前期工作等将加快推
进，洛阳都市圈内通外联将更加顺
畅……洛阳都市圈建设正驶入“快
车道”。

逼真演绎，活化国宝。节会期
间，真人版龙门石窟《帝后礼佛图》让
千年国宝“穿越归来”。4月 27日晚，
真人版《帝后礼佛图》视频在新华社
官微、客户端等发布后，相关信息全
网阅读量达1.6亿人次。

在持续实施旅游年票不受限、部
分公园不收费、外地车辆不限行、餐
饮住宿控涨幅、特殊群体免费游等

“三不一控一免”惠民政策的基础上，
今年洛阳新增了年票景点增范围、公
交车辆增班次、来洛赏花有“牡丹号”
专列、乘坐地铁有折扣、假期停车不
收费等“两增两有一不”的惠民措施。

如今，王城大道快速路全线贯
通，翠云峰立交桥等 30余座城市立
交建成投用；呼南高铁豫西通道今年
有望开工，动车组存车场正式投用，

十字形高铁枢纽呼之欲出；278个城
市游园、205座河洛书苑、1000公里
洛阳乐道相继建成，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绽放又一个春天，作为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洛阳昂首迈上新征
程，开启新一轮“城市蝶变”。

在与时代浪潮的一次次碰撞中，洛
阳信心满怀，与您相约新的春天。③7

落实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郑洛西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城市洛阳”走向“区域洛阳”打造都市圈区域发展“强磁场”

“国字号”文化名片催生节会效应 千年古都焕发新活力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河南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
《规划纲要》）近日正式发布，擘画了新
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图景。《规划纲
要》有啥特点？如何落实好国家战略？
转型升级出路在哪里？营商环境怎么
优化？城镇化预期是什么？民生福祉
有哪些？面对公众关切，5月 12日，省
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
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现场解答。

《规划纲要》作为加快推进新时代
现代化强省建设的蓝图，特点非常鲜
明。在省发改委副主任、省能源规划
建设局局长高义看来，《规划纲要》的
最大特点是“三个突出”：突出“争”，树
立争先出彩的目标导向；突出“深”，将

系统部署和重点突破有机结合；突出
“实”，强化重大任务落实的项目支撑。

国家战略叠加，我们如何抓住机
遇？省发改委副主任李明东表示，“十
四五”期间我省要发挥粮食生产优势、
产业基础优势、市场规模优势、开放通
道平台优势，在中部崛起中奋勇争
先。同时，通过坚守黄河安澜这一底
线、扭住保护治理这一核心、抓好高质
量发展这一根本、传承黄河文化这一
根脉等四方面工作，助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转型升级发展、绿色
发展。“十四五”时期我省将大力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力

争“十四五”末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实
现翻番。同时我省将通过结构调整、节
能降耗、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绿色
风尚引领，推动碳减排落实“碳达峰”

“碳中和”宏伟目标，走绿色发展之路。
产业要发展，营商环境是关键。

省发改委一级巡视员郜义表示，《规划
纲要》把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内容，明确
通过抓评价、促整改提升，抓改革、促
动力激活，抓创新、促重点突破，抓法
治、促权益保护，抓服务、促效能提升，
优化营商环境，为经济发展赋能。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高树印表示，“十
四五”时期，我省将通过促进城镇化激

活我省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预计新
增城镇常住人口约 600万人，约占全
国总数的1/10。

所有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次《规划纲要》
在主要目标指标方面，民生福祉类占
比达三分之一，创历次规划新高，覆盖
就业收入、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
领域，就是要通过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
感更有保障。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规划纲
要》描绘的蓝图鼓舞人心，我省将完善
规划实施机制，明确分工表、排出路线
图，推动形成抓规划落实的强大合力，
确保规划目标任务落地见效。③9

新闻发布厅

落实“十四五”河南这样干

□孙静

近日，驻马店正阳县付寨乡李先
生家中突发火灾，消防大队出动 4辆
消防车 20名消防人员赶赴现场，火灾
造成李先生财产损失严重，幸运的是
他之前花 100 元钱买了一份综治保
险，在报案后的 72小时内，他就拿到
了人保财险支付的 9.9 万元保险赔
偿。他激动地说：“感谢政府的好政
策，花100块钱买一份平安，值！”这是
综治保险在我省推行后收获最多的
评语。

近年来，在省委政法委的部署指
导下，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立足服
务创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大力推广综
治保险，为群众提供自然灾害和治安
事件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风
险保障。通过购买保险服务，每人只
需花 100元就能保全家，日常生产生
活风险基本全覆盖；发生保险事故后，

2000元以下理赔不出乡，且三个工作
日内就能理赔到位，具有“掏钱少、赔
得快、咱当家、范围广”的特点，受到群
众一致好评。

同时，综治保险以“政策性+商业
险”相结合的模式，采用两条腿走路。
即按照政府保基本+商业保全面的思
路，综治保险在保障广大群众以极少
保费获得基本保险保障的同时，也为
有更多保险需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多样
化的保险方案，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保险需求。这既发挥了政府主导作
用，又健全了市场化运作机制，有效激
发了社会组织参与平安建设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进一步放大了财政资金的

杠杆作用。数据显示，目前安阳政策
性综治保险已率先实现全市覆盖，驻
马店上蔡县、周口商水县和平顶山鲁
山县等商业性综治保险已覆盖超过
30%居民家庭。

为提高综治保险理赔效率，该公
司采取共建共治的方式，聘用责任心
强、群众基础好的乡镇干部、村干部作
为协赔人员，在居民发生保险事故后，
第一时间参与施救、收集资料、协助理
赔。“家门口的理赔员”让人保财险的
查勘、定损、赔付速度更快，收获了广
大群众的点赞。

经过大力推广，目前人保财险已
建成“三农”保险营销服务部 497家，

选聘农网负责人 474人，“一村一员”
协保员覆盖率 25%，建设县域农村车
驾管服务站 107个，共建农村交通安
全劝导站 300 个，农村“两员”到位
1616人，“家门口的保险服务网络”已
基本形成。

据统计，截至目前，人保财险河南
省分公司已累计为全省1500.8万户城
乡家庭提供保险保障4576亿元，处理
赔案36239笔，支付赔款5503.4万元，
有效保护了群众利益、维护了社会稳
定。尤其去年以来，该公司积极扩大
综治保险保障范围，针对区域不同特
点，增加了新冠病毒感染、见义勇为受
伤和少儿溺水伤亡等特定保险责任，

受到地方政府和群众欢迎。
去年 8月 31日，驻马店汝南县留

盆镇冯湾村冯先生发现自家大门锁被
撬，院内储物间房门窗户均遭损坏，室
内物品丢失，随后拨打 110报警并向
人保财险报案，最终依据损失情况获
得赔款3090元，事后冯先生通过村委
会向人保财险表示感谢。去年 9月，
洛阳市宜阳县村民王先生，因为火灾
拿到了 9.8 万元的赔款。今年 1月 22
日，周口商水县白寺镇郭庄村郭先生
干活时，被家中机器三角带挤伤右手
食指，在周口骨科医院救治，花费
5481 元，医保报销后又得到 2000 元
综治保险赔款。

实践证明，综治保险的广泛普及
不仅有效保障了群众财产安全，化解
了大量社会潜在矛盾，也提高了居民
生命财产风险预警预防能力。风险防
范和事后补偿有机结合，切实提升了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人
保财险以综治保险为载体，主动与各
级政法委共同研究和实施保险参与平
安建设工作，部分地方政法系统已将
综治保险纳入平安建设考核，对发案
率、破案率以及理赔情况实行周通报、
月排名、季考核、年总评，督促各部门
和单位各司其职，齐抓共管，极大助力
了平安建设的开展。

人保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切实履行国有保险企业社
会职责，进一步加强与各级政法部门
的沟通协作，持续提升综治保险覆盖
面，把综治保险打造成顺民意、得民
心、解民忧的惠民工程，持续为平安河
南建设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人民保险为人民 平安河南齐参与

综治保险已覆盖全省1500万户城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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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0 日，第 39 届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圆满落

下帷幕。节会期间，洛阳共

接待游客3048.43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278.19亿元，与

2019 年 相 比 分 别 增 长

5.57%、2.53%。

洛阳牡丹文化节39年

“花开不败”，700余万河洛

儿女以繁花款待宾朋，在“两

个大局”交织、“两个百年”交

汇之际，洛阳牡丹又一次惊

艳东方，为党的百年华诞讴

歌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