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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步 与读者同行

打赢脱贫攻坚翻身仗
强化督促落实 重返第一方阵

本报讯（记者孙鹏飞 毛玺玺）1月7日上午，平顶山市第
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开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周斌、葛巧红、李萍、张明新、
史正廉、巩国顺、严寄音、张荣海、闫廷瑞、古松、白立凡出席会
议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李萍主持会议。

市级领导张雷明、段玉良、黄庚倜、杨克俊、李建民、汪应成、
卢锡恩、摆向阳、傅生华、冯晓仙、李毛、邓志辉、王朴、魏建平、
郑枝、侯红光、刘冠华、侯民义、齐俊禄及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
就座。

市十届人大共有代表422人，出席当天会议的有393人，
符合法定人数。

上午 10时，李萍宣布大会开幕。与会人员全体起立，齐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李萍指出，本次会议将选举我市出席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补选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补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好新一届省人大代表、市人民
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对于我
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长期坚持、不断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扎实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实现各项工作晋位次争上游走前列，推动综合实力重返全省
第一方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鹰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各位代表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依法履行人民代表
的神圣职责，集中精力开好会议，以高度负责的政治态度选出
全市人民信赖的省人大代表、市人民政府市长、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要自觉遵守换届选举纪律和会
风会纪，坚决抵制换届工作中的不正之风，确保大会风清气
正。

会议听取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张明新关于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候选人推选工作情况和市人民政府市长提名
候选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提名候选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提名候选人情况的说明，表决通过了大会选举办法。

将选举我市出席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选市人民政府市长、
选举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补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市十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1月7日，平顶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市会议中心开幕。图为会议现场。 本报记者 牛智广 摄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1
月7日下午，市十届人大五次
会议主席团在市会议中心举
行第二次会议。

大 会 主 席 团 常 务 主 席
周斌、葛巧红、李萍、张明新、
史 正 廉 、巩 国 顺 、严 寄 音 、
张荣海、闫廷瑞、古松、白立凡

出席会议。会议由李萍主持。
会上，主席团常务主席、

执行主席张明新介绍了代表
联名提名候选人情况。

会议表决通过了代表联
名提名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候
选人名单（草案），并提交各
代表团审议。

市十届人大
五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二次会议

本报讯 （记者张亚丹）
近日，市政府紧急通知指出，
冬季是森林防火紧要期，加
之春节临近，林区游人将骤
增，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各
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
当前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切实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坚决防止发生重特
大森林火灾、人员群死群伤
和烧毁重要设施等重大事
故。

通知强调，各级政府和
护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要
认真组织开展森林防火检查
和火险隐患排查工作，对发
现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确
保万无一失。严格执行野外
火源管理，按照疏堵结合的
原则，加强野外火源管控。
在持续高火险天气的重点时
段，要加大对重点地区和重
点部位的管控力度，凡因火
源管控措施不到位引发森林
火灾的，要严肃追究有关人
员的责任。

通知强调，各地要根据

森林防火形势的新变化和新
特点，完善森林火灾应急预
案，进一步规范处置流程、扑
救措施和相关资源信息，切
实提升预案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各类扑火队伍要严阵以
待，关口前移、靠前驻防，发
生火情要快速出击，迅速处
置，争取当日火当日灭，不成
灾、不复燃，做到打早、打小、
打了，力争实现当日扑灭率
100%。一旦发生火灾严格按
照应急预案展开扑救工作，
在扑救火灾中保障扑火人员
的人身安全，不断提高森林
火灾应急处置的能力和水
平。要严格执行防火值班制
度和领导带班制度，严格火
情报送制度，发生火情后要
第一时间报告扑救进展和
最新情况，不得迟报、漏报、
瞒报；火灾扑灭后要及时上
报火灾信息及信息采集表，
对瞒报、漏报火情的要严肃
追究责任，坚决处理到位，
切实保证森林防火形势稳
定。

市政府通知要求

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记者沙星海）1
月 7 日，市文明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年伊始，我市的
李美萍家庭、张辉家庭喜获
第一届河南省文明家庭称
号。

去年7月，我省启动了第
一届河南省文明家庭评选表
彰活动。经过基层推荐、征
求意见、专家评审、社会公
示，有 50 个家庭荣获第一届
河南省文明家庭称号。

李美萍是一名重度小儿
麻痹患者，她在市残联二十
年如一日负责残疾人信访工
作，悉心服务残疾人朋友，尽
心竭力地为残疾人排忧解
难。李美萍的丈夫乔文生军
人出身，和李美萍结婚后，他
风雨无阻地接送李美萍上下
班。两人彼此关心，相敬如

宾，工作上相互促进。乔文
生工作勤勤恳恳、爱岗敬业，
连续多年被评为平棉集团的
先进个人，多次获厂技术比武
标兵称号。2012 年 5 月的一
个星期天，乔文生带李美萍到
白鹭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游
玩时，奋不顾身救出一名落水
儿童，获得市创先争优优秀共
产党员、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张辉和丈夫曾辉是大学
同学，2006 年毕业后，两人
到郏县第一高级中学工作，
热心公益，乐于助人，组织

“天使之心”故事屋，每晚给
小 朋 友 们 读 故 事 ；爱 岗 敬
业，积极进取，多次被评为
优秀教师。张辉父亲患脑
梗死，夫妻俩精心照顾，受
到社会赞誉。

好家风涵养好风气

我市两个家庭获省文明家庭称号
本报讯 （记者巫鹏 通讯员张

跃红）1 月 3 日上午，宝丰县前营乡
杨庄村207国道旁的花生分拣厂内
一派繁忙景象：排杂机将堆得像小
山一样的花生进行排杂初拣，十几
名质检员围坐在分拣台旁将花生分
级、色选，几名工人在机器的辅助下
将一袋袋花生装上卡车，运往郑州
粮油批发市场。

“家里老人偏瘫卧床不起，我平
时还得照顾孩子，在家门口打工，中
午厂里还管饭。”正在分拣花生的槐
树岭村贫困户戴涛会说。

花生分拣厂是该县宝田农林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800多万元建设的
产业扶贫基地，占地25亩。“花生分
拣厂自上月投产后，已吸纳大连庄、
槐树岭等周边村的 60 多名贫困村
民、留守妇女务工。”前营乡党委书
记牛志刚说。

近年来，该乡积极引导农户种
植花生。去年，宝田农林科技有限
公司在该乡槐树岭村流转 8600 亩
托管实验田，全部种花生。

“我们把流转的土地托管给农

户，提供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及
技术支持，让农户种植、管理，然后
按市场价收购花生，如果是贫困户
则高于市场价两毛钱收购。”公司负
责人李江平说，通过公司提供技术
指导，农户种植花生收入比以前显
著增加。

脱贫攻坚百日会战全面打响
后，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
助下，李江平的花生分拣厂在国庆
节筹建，边建设边安装，短短两个月
时间建成投产，并且实现了日处理
100多吨花生米的良好开端。“产业
扶贫政策不仅帮贫困户脱贫，而且
推动了企业发展。”李江平说，他们
与鲁花等花生加工企业签订了供货
合同，还把花生销往新疆、甘肃等地
的食品厂、炒果厂和省内各大超市、

粮油市场。下一步，公司计划投资
300 万元扩建厂房，进行花生精选
深加工。

企业发展的同时，贫困群众也
得到了实惠。在分拣厂工作，贫困
户每分拣一斤花生，厂里拿出0.1元
进行补贴。按每人每天分拣150斤
花生计算，贫困户每天将增收 15
元。同时，分拣厂实行灵活上岗、计
件工资制度，群众可根据各自情况
选择上岗时间，工资每日结清。

相关政策也鼓励了更多的贫困
户种植花生。大营镇古垛村贫困户
宋铁锤去年种了 4 亩花生，按亩产
700斤计算，他的花生多卖了500多
元。宋铁锤说：“有了这个花生分拣
厂，种花生更有信心了，明年一定能
摘掉贫困帽子。”

产业扶贫政策好 花生堆里拣出“宝”
1 月 7 日，志愿者在市区

联盟路中段清理道路积雪。
当日，市委党校组织该校

文明志愿者上路清理积雪，方
便 群 众 出 行 ，传 递 文 明 理
念。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义务清理积雪 方便群众出行

本报讯（记者高轶鹏）记者近日从平
煤神马集团获悉，2017年，该集团主要指标
创近 5 年来最好水平，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500亿元，利税60亿元，实现利润12亿元。

2017年，平煤神马集团坚定不移走特
色转型发展之路，开创了二次创业的崭新
局面。

——确立了煤焦、化工、新能源新材
料三大核心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加快提档
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加快落子布局，尤其
是己内酰胺、高纯硅烷等一批重大项目集
中见效，高效单晶硅电池片、全固态锂电
池等一批高科技项目密集开工，结构调整
实现重大突破。

隆基 4GW 高效单晶硅电池片项目二
期、年产3000吨高纯度硅烷气、1万吨特种
石墨等 5 个项目，对该集团巩固提升硅基
新材料、太阳能等产业基础，积极构建光
伏全产业链，打造国内最大、国际一流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具有重要意义。

总投资 50 亿元的河南平煤国能锂电
有限公司年产 10GWh高比能动力锂离子
电池项目，是该集团加速进军新能源新材
料产业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项目建成
后，将形成世界第一条全自动全固态锂离
子电池生产线。

——举全集团之力，顺利完成剥离办
社会职能节点目标，超额完成去产能和人
员转岗安置任务，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入
选国务院国资委改革案例并向全国推广，
改革攻坚战取得历史性成果。

在“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中，该集
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按时间节点顺利
完成分离移交工作。家属区“三供一业”
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工程促进社会资源在
矿区的有效利用，实现了矿区服务业在更
高层次、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化，减轻了企
业办社会负担，降低了矿区运行成本，职
工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大幅改善。

混合所有制被誉为国企改革的“牛鼻
子”。该集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起步较
早，目前下属69家二级子公司中混合所有
制企业接近 70%；133家三级子公司中，混
合所有制企业接近 60%。2017 年，该集团
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法，以产
业、项目、市场或产品为基础，与国内外有
实力、优秀的民营企业进行资本合作，进

入新的行业或激活原有企业，整体提升企业的经营活力和发展动
力，推动快速转型和产业升级。

——坚持科技兴企、人才强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体工程全部
竣工，上海联合研发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电子级多晶硅产品再
次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投资 15亿元完成煤
场封闭等重大环保节能工程，北部矿区环境明显改观。

为增强科技攻关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该集团提出了“三面向”：
面向安全生产。针对单一低透气性突出煤层瓦斯治理技术瓶颈，
研发并实施了多项瓦斯治理新技术，高瓦斯突出矿井年抽采瓦斯
量达 1.5亿立方米，年发电量 4000万千瓦时。面向效益提升。持
续加快矿井布局、系统、工程、劳动组织“四优化”工程，3年来累计
增效11亿元左右。面向可持续发展。延伸煤基尼龙化产业链，成
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已酮氨肟化催化剂工业制备技
术，在尼龙科技公司工业装置上全部实现了国产催化剂的工业替
代。2017年集团科研投入近4亿元，用于科技成果奖励的资金在
1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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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温书功 通讯员
黄晨）“俺村通过拆旧复垦，建了光
伏电站。只要有阳光，村里就天天
有收入。过去村集体穷得叮当响，
现在 1 年能收益 8 万多元。”1 月 3
日，郏县白庙乡老席庄村党支部书
记李军停说。

该县有 377 个行政村，没有村
集体经济收入的“空壳村”有 317
个，占 84.1%。近年来，该县坚持以
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通过实施拆旧复垦、光伏发电，大力
发展村集体经济。目前，这 317 个

“空壳村”栽下了“摇钱树”。
该县大力实施“能人治村”工

程，注重从致富能手、经商人员、复
转军人中选拔优秀党员担任村党
支部书记。目前，全县共培养、回
请、下派党支部书记 288 人，占全
县村级党支部书记总数的 76.4%，
选 拔 能 人 型 村 两 委 会 干 部 1412
人，并扎实开展“万人培训”计划，

强化村两委会干部政策法规、经营
管理能力培训，目前已培训 1.2 万
余人次。

作为全省首批百城建设提质
试点县，该县谋划了一批项目。但
是，一方面土地要素制约矛盾愈发
突出，现有补充耕地指标严重不
足，另一方面农村大量的土地、宅
基地、山丘等资源长期闲置，得不
到利用。于是，该县决定深挖农村
潜力，通过拆旧复垦盘活闲置资
源。拆旧村每拆 1 亩，村集体可受
益 8000 元至 10000 元，拆旧复垦出
的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归村集体
所有，村集体通过土地流转，面向
村民发包。在分配拆旧指标时，该
县重点向贫困乡（镇）和贫困村倾
斜。目前，已有 317 个行政村实施
土地复耕，启动拆旧复垦点 1586
个，拆旧面积 10079.16 亩。通过拆
旧复垦，全县 84%的行政村有了集
体经济。

同时，该县探索实行“拆旧复
垦+社会捐建+光伏电站建设+村
集体和贫困户持续收益”的资金筹
措机制，采取竞争谈判的方式，确
定建设企业；创新“拆旧+光伏”产
业扶贫新模式，对拆旧 3 亩以下的
土地，全部用于建设光伏电站；对
复垦 3 亩以上的补助资金，除去补
偿群众外，全部用于发展光伏产
业 ；引 导 贫 困 户 通 过 小 额 信 贷、

“政融保”等方式融资入股，参与分
成；电站盈利收入优先给贫困户分
成，盈利的 50%用于村级扶贫事业
和集体经济发展。目前，60个贫困
村光伏扶贫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
电。

村集体有了收入，办公益就有
了底气。去年，全县共修乡村路
47.3 公里，栽种绿化树 1.2 万多棵，
安装太阳能路灯 483 盏，建文化广
场 20 个，327 个村启动了“六改一
增”项目。

60个贫困村光伏电站全部建成并网发电

郏县317个村借助拆旧复垦发展集体经济

近年来，一些城市甚至大型城市相继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
损失，暴露出城市安全管理存在不少漏洞和短板。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
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要求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发展体
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

根据意见，到2020年，将建成一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到2035
年，将建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
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全发展型城市。

两办出台意见促进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建设

（《意见》全文见今日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