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9 年 11 月 15 日
星 期 五 己 亥 年 十 月 十 九

□ 今 日 8 版□周口报业传媒集团出版□中共周口市委机关报

ZHOUKOU��RIBAO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１—００４９总第 8528期 □ｈｔｔｐ押／／ｗｗｗ．ｚｈｌｄ．ｃｏｍ

河南省一级报纸

距 2019 周 口 马 拉 松

暨善跑中国周口站赛事活动 还有 2 天

■社长王彦涛 ■本期总值班 顾玉杰 ■审读王子臣 ■责任编辑张廉明 ■组版编辑田祥磊 ■视觉统筹王朝辉马玲 ■发行服务 ８２３４３００ ■广告咨询 619００６６ ■新闻热线 6029999 ■投稿邮箱：zkrbgg@126.com

广
告

推
动
学
习
贯
彻
走
深
走
心
走
实

凝
聚
中
原
更
加
出
彩
强
大
合
力

王
国
生
在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精
神
省
委
宣
讲
团
动
员
会
上
强
调

本报讯 （河南日报记者 李铮）11 月 13 日
下午，省委书记王国生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省委宣讲团动员会上强调，要把
学习宣讲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

来，带着信仰、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带着好的
作风宣讲好全会精神，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往深
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宣讲工作安

排作了说明。宣讲团成员代表在会议上作了发
言， 交流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分
享了做好宣讲工作的好经验好办法。当宣讲团
成员谷建全谈到做好宣讲工作需要深研深悟、
学用结合、讲得清楚时，王国生说，真正做到讲
清楚并不容易，要以自己学明白为基础、以群
众听明白为标准。 当宣讲团成员李恩东讲到，
每次宣讲都是一次理论再学习、 思想再深化、
党性再锤炼、能力再提升时，王国生说，基层是
最好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做好宣讲需
要这种深入基层当学生、深入群众拜老师的态
度。 在宣讲时既要把全会精神送进群众心坎
里， 又要把群众的关切和呼声及时反映上来，
把基层的好典型好经验挖掘出来。

王国生在讲话中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重大政治任务，要以更高的政治标准、更饱
满的政治热情， 全身心投入到宣讲工作中，持
续推动学习贯彻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
走。 要带着信仰宣讲，在真信真学真懂真用上
下功夫，讲清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讲清楚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问题的重大意义，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显著优势，把宣讲
的过程作为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的过程。 要带着责任宣
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讲好高质量发展新成
就，讲好深化改革新变化，讲好奋勇争先新机
遇，讲出更加出彩新干劲。要带着感情宣讲，多
用群众语言，多举鲜活事例，多讲身边变化，把
党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传递出去，把人民群众对
党的感情进一步激发出来。要带着好的作风宣讲，密切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倡树“五比五不比”工作导向，在宣讲中变话风、改文风、转作风，凝聚起
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绚丽篇章的强大合力。

孙守刚、穆为民出席动员会。

周 口 市 公 开 省 委 省 政 府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报告

2018 年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7
日， 省委省政府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对我市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

督察，并于 2019 年 2月 27日反馈了
督察意见。 对照反馈意见，我市经过
逐项梳理， 共分解整改任务 6 类 71
项，并严格按照整改要求，逐项反复
研究，细化标准，强化措施，切实做
到高标准整改落实。

周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反馈

意见， 成立由市委书记刘继标任第
一组长、 市长丁福浩任组长的省委
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周口市整改工

作领导小组， 研究解决整改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难点问题、焦点问题 ，
制订 《周口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
（以下简称《整改方案 》），逐条逐项
落实整改目标、 整改措施、 整改责
任、整改主体、整改时限，以高度负
责的态度、雷厉风行的作风、立行立
改的举措，严格整改标准，压缩整改
时限， 强化整改责任， 提高整改效
果，坚决杜绝表面整改、虚假整改 、
敷衍整改现象，坚决防止避重就轻、
问题反弹。

以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组

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 聚焦反馈问
题，坚持严格督察、注重实效。 市委
市政府坚持督察整改工作问题导

向，做到认识再提高、排查再深化 、
措施再细化、责任再压实、执法再严
格。 采取召开会议、电话催办、致函
督办、现场查办、专案盯办等多种方
式，进行跟踪督察问效，及时上报整
改进度和整改成效。 同时，加大督察
力度。 督促各责任单位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整改方案实施整改 ，
涉及环境问题突出的单位和企业 ，
该约谈的坚决约谈， 该问责的坚决
问责，该处分的坚决处分。 对失职渎
职和腐败问题，坚决严肃查处，对整
改工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效果不
好的单位，一经发现坚决问责，倒逼
责任落实，确保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率完成整改任务。 整改工作开展
以来，周口市已对 10 个县（区）、2 个
市直部门 17 名涉事人员进行了问
责。

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标准， 推进
标本兼治，坚持长效机制。 一是明确
整改责任。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反
馈问题整改工作， 认真落实生态环
境保护 “党政同责 、 一岗双责 ”制
度 ，强化党委 、政府主要领导是本
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及生态环境质量负总

责。二是建立整改体系。对照《周口
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环境保护

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中的整改
任务、整改时限、整改要求 ，结合全
市工作实际和工作职责 ，针对反馈
的 71 项问题 ，逐一建立台账 ，明确
责任到人 ，严格整改标准 ，并在整
改过程中，落实“定人、定责、履责 、
问责”的环境监管网格化体系 。 三
是坚持标本兼治。 对照整改目标任
务，做到客观实际、分类整改 ，杜绝
“一刀切”现象发生。 对能够立行立
改的立即整改；对需要一定时间整
改的 ，明确责任单位和人员 ，限期
整改； 对需要长期整改的问题 ，建
立长效机制，做到长期抓、反复抓 、
经常抓，确保整改工作有力有效开
展。 对涉及多个部门的整改任务 ，
明确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 ，做到协
调联动，形成强大整改合力。

2019 年 1 月~8 月，我市 PM10和

PM2.5年均值分别达到 95 微克/立方
米和 55 微克/立方米， 分别位居全
省第 7和第 4 位。 下一步，周口市将
通过问题整改， 牢牢把握生态文明
建设的方向， 深刻反思存在问题的
深层原因， 认清发展与保护的辩证
关系，扛牢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切
实做到各项整改任务和措施落实落

细， 确保全市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健
康发展，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

郸城：“一线工作法” 提升信访工作质效
本报讯 （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史

学杰 马岩） 11 月 14 日， 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以《河南郸城：手把手教群众扫
“码”举报》为题对郸城县纪委监委的这
一经验和做法进行了报道。 今年以来，
郸城县纪委监委着力在解决群众诉求

上出实招，在延伸服务上求突破 ，积极
践行信访举报“一线工作法”，切实解决
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 ，扎实做好
信访举报工作 ， 不断提升群众的满意
度。

畅通渠道，一线开门接访。 该县纪
委监委在来访接待大厅外墙上悬挂举

报箱，张贴二维码举报电话和监督举报
电话， 每天安排专人接听举报电话，接
待来访群众，并做好接访记录。 同时，该
县纪委监委安排专职人员负责管理“信、
访、网、电”，确保信访环节规范有序、职
责明确。

领导包案， 一线带案下访。 对越级
访、重信重访、疑难信访、缠访闹访和重
点领域、重点岗位、重点人员的信访件
由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带案下访，主动
化解信访难题，督促相关党组织履行主
体责任，构建信访联动处置机制。

标本兼治， 一线综合处访。 该县纪

委监委建立重点监控、一线综合处访机
制，督促存在问题多的单位 ，全面查找
问题原因， 及时提出纪检监察建议，确
保整改到位。 对信访矛盾多，反映扶贫
领域腐败、作风问题突出和涉黑涉恶线
索集中的地方，该县纪委监委集中进行
综合治理。

跟踪问效， 一线督办回访。 该县纪
委监委对交办的信访件全部纳入督办

范围，采取电话催办、书面督办、谈话提
醒等方式督促承办单位按期办结，并及
时向信访人进行反馈。 对已查结的初信
初访案件 ， 该县纪委监委采取电话回

访、上门回访、专项回访等多种渠道进
行跟踪问效。

加强沟通，一线打击非访。 对非访、
缠访、闹访、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妨碍
信访正常秩序的行为，该县纪委监委依
规依纪依法严厉打击， 并加强与政法、
公安、信访等部门的沟通 ，组织力量摸
排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问题。

截至 10 月底，该县纪委监委共受理
信访举报 187 件（次），信访量在 2018 年
下降 50%的基础上，2019 年实现逐月下
降，16 起重复信访举报问题全部得到妥
善办结，群众满意率 100%。 ①6

鹿邑：开展“四个一批”解民忧顺民心
淮阳：健康扶贫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本报讯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王
涛） “老子故里旅游景区 71 名职工‘五
险一金’问题落实了、农村安全饮水解
决了 ， 今年年底前剩余 59 个行政村
12.7 万群众可以全部吃上放心的自来
水……” 在 10 月 31 日和 11 月 4 日开
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调研成果交流、推进“四个一批 ”活动
情况汇报会上，所有县处级党员干部、
乡镇办党（工）委书记和县直单位负责
同志依次发言， 县委书记梁建松不时
插话点评：“干部作风不实咋不谈！ ”辣
味十足， 现场没有发现问题或者发现
问题解决不及时、 不到位的单位和部
门“一把手”无不脸红冒汗……统计数
字显示，截至目前，全县共排查出群众
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问题 719 条，已解
决办理 296 条，涉及的单位或部门“一
把手”现场表示，剩余的问题也将在规
定的时间内高标准落实解决到位。

“天蓝了、水清了、路宽了，家乡的
变化真大啊……”常年在外务工、两年
没回家的马铺镇刘寨村村民刘景利 ，
最近回乡看到鹿邑的巨大变化感慨地

说。 这是鹿邑县近期扎实开展主题教

育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缩影。 自第二
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鹿邑县结合当地实际，因势利
导， 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 “四个一
批”活动，即每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围绕
事关群众利益的工作短板解决 1 件群
众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县直单位围
绕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解
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乡
镇办围绕脱贫攻坚、 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信访稳定、平安建设等重点工作 ，
办好一批群众生产生活中急需解决的

民生实事； 基层党员干部围绕扶贫济
困，结合主题党日活动，结对帮扶一户
贫困户或困难户，为困难群众办 1 件实
事好事，旨在快速 、精准 、有效地解决
一大批人民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迫

问题，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用解决问题的实效验
证本次主题教育成果。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 侯俊豫 通讯员 牛
淑一） “病来如山倒”。 淮阳县黄集乡蔡
宛廷家两个儿子查出肾功能衰竭，需要
经常透析才能维持生命，沉重的医疗费
曾一度使蔡家陷入绝境。脱贫攻坚战打
响后， 建档立卡贫困户蔡家迎来了希
望。 通过居民医保报销、精准扶贫大病
保险、 医疗救助及兜底保障等措施，蔡
家每年平均报销医疗费用八九万元。

如今，在政府兜底的关怀下，蔡家
两个儿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这仅是淮
阳县开展健康扶贫，让贫困群众看得起
病的一个缩影。

“没有全民健康 ， 就没有全面小
康”。近年来，淮阳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健康扶贫的决策部署，
始终把健康扶贫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紧
紧围绕解决贫困群众“看得起病，看得
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这一主题，实
施分类精准救治，为贫困群众提供“优
先、优质、优惠”的医疗卫生服务，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健康医疗

服务保障。
政策保障，确保贫困群众“看得起

病”。 该县初步健全了针对贫困患者的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
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多
层次、立体式医疗保障网，实现了健康
扶贫全覆盖，创新实施“两免两减两补
一兜底”政策，“两免”即每年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免费体检一次， 在乡镇卫
生院住院免收起付线 200 元。 “两减”
即所有贫困患者在县域内公立医院就

诊可减免挂号费和门诊其他相关自费

费用的 40%， 贫困患者在县级公立医
院住院减免起付线的 200 元。 “两补”
即门诊重症慢性病贫困患者， 正常医
保报补后 ， 剩余合规部分政府补助
50%， 贫困患者在县外住院治疗的，除
医保报补后， 剩余合规部分政府再补
助 50%。 “一兜底”即贫困患者在县域
内住院治疗的，正常医保报补后，剩余
合规部分， 政府再给予一定比例的医
疗救助， 使贫困群众报补率达到 90%
以上。

（下转第二版）为民解忧在基层

�������扶贫基地
成为扶贫课堂

11 月 14 日，河南农大马长生老
师 （右） 为参观者讲解新品种的特
性。 河南农大扶沟蔬菜研究院被认
定为周口市扶贫企业后，新建 26 个
展示大棚， 种植新品种 1400 多个。
贫困群众利用闲暇时间到展示大棚

考察新品种、学习新技术等，扶贫基
地成了群众脱贫的大课堂。

谷志方 摄

我国提前实现新增就业全年目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陈炜伟 王雨萧）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刘爱华 14 日介绍，1 至 10 月份，全国
城镇新增就业 1193 万人， 提前实现全
年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的目
标。

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

会上介绍，10 月份，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 5.1%， 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点。
其中 ，25 至 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6%，与上月持平。

国家统计局当日发布 10 月份经济
运行主要数据。

从生产来看，10 月份， 全国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6.6%，增速比上月回
落 0.1个百分点，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
服务业增势较好。 10 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7%，增速比上
月回落 1.1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 8.3%，新产业、新产品成长较
快。

从需求来看，1 至 10 月份， 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1%，增速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0.1 个百分点； 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2%， 增速比 1至 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 此外，10 月份
出口增速由降转升。

刘爱华分析，10 月份， 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同时应当
清醒看到， 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
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周期性
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叠加，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