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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

河南省国资委日前在郑州召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

大会，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史

济春出席会议并讲话。河南省国资

委书记申振君做了动员讲话，河南

省委督导组李汴霞组长对教育实

践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河南省国

资委副主任郑伯阳宣读了活动实

施方案，会议由河南省国资委主任

肖新明主持。

河南省国资委党委领导班子成

员、监事会主席、已退出领导岗位的

正厅级老同志和近五年退出领导岗

位的副厅级老同志、委机关各处室、

监事会各办事处、离退办各处室的处

级以上干部和委属各单位负责同志

参加了会议。

（王少华）

近日，荣获中铁七局郑州公司

“十佳青年”荣誉称号的十名青年员

工走上了领奖台，分别从颁奖人手中

接过荣誉证书和价值 6000 元的笔记
本电脑一台。这次评选出的“十佳青

年”，全部是奋战在施工一线的技术

负责人、管理带头人，最大年龄 34岁，
最小 27岁。

近年来，该公司在深入推进系统

管理、持续加强项目科学管理、精细

化管理、大力创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的同时，十分重视青年人才的培

养。通过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薪酬

待遇，实施“青年素质工程”，开展“首

席员工”、“责任工程师”、“十佳青年”

评选等活动，大胆启用和提拔优秀青

年人才，有力地促进企业的健康快速

发展。 （马林 邓剑）

中铁七局郑州公司评出“十佳青年”河南省国资委部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他一心扑在工程上，坚持科学管理和精细化管理，同时

以人为本，温暖员工，凝聚人心，用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行

动、出色的业绩以及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由衷地佩服和称

赞！”这是中铁七局郑州公司连霍高速公路 16标员工对项目
经理、共产党员谢卫伟的赞誉。

谢卫伟先后荣获郑州公司“优秀团支部书记”、“先进个

人”、创先争优“党员示范岗”、“新长征突击手”、“十佳青年”、

中铁七局“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

重效率更重质量

今年 3月 25日，谢卫伟来到郑州公司承建的长 7.88公
里、投资 1.8亿元的连霍高速公路工程洛三灵 16标担任项目
经理。在了解和熟悉情况后，他采取各种有力有效地措施，调

动员工的积极性，在工地上迅速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掀起了

施工大干的热潮。

经过参战员工迎难而上的辛勤工作，同心协力，团结拼

搏，在积极协调、及时完成跨 6个村庄的征地拆迁任务的前
提下，用 25天时间就新建长 70 米、宽 8 米、高 10 米的过路
天桥 4座、架梁 80 片；建成了公路左右幅累计长 1050 米的
火烧阳沟大桥、西贺家庄大桥（最高处离地面 40米）；在对 24
小时内车流量达 2万辆的连霍高速公路封闭后，8月 9 日对
区间内既有的 7座旧式天桥成功地实施爆破拆除；4个月时
间里争创产值 5000多万元，目前已安全优质地完成工程量
的 97%。

今年 6 月份，在业主对 26 个参建单位安全、质量、进度
的综合考核评比中，该项目部夺得第二名，已累计获奖 115
万元。

工程人遇水架桥，逢山开路，常年野外施工，风餐露宿，

长期与苦和累相伴。

来到大庆至广州高速公路 3标项目后，谢卫伟就忘我地
投入到工作中。当时工程刚开工，前期工作量大，而项目部只

有三名技术员。白天，他冒着炎炎烈日到现场测量放线，晚

上，又在灯光下看图纸、查资料，仔细复核测量的坐标和高

程，常常一干就到天亮。随着工程的进展，他和大家一起出色

地完成了长 3公里的闭合导线测量工作，得到项目领导的肯
定及赞扬。寒冬腊月，他和其他技术人员在 15天时间里，用
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准确定位 700多棵钻孔桩。这期间，他
平均每天晚上只睡觉 5个小时。操作全站仪时，当手被冻得
麻木时，他就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暖暖后，再接着干。

凭着对工程高度的责任心、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他一

如既往地紧张工作。经过十分艰辛的努力，已 4个多月没有
回过家的他，和大伙一起提前完成了 1600多棵桩基、近千棵
立柱的定位任务，而且无一个偏差。

重成绩更重安全

2012年 2月至 2013年 3月，作为公司承建的国家政治
性工程———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跨陇海铁路工程的项目经

理，他心系工程，以身作则，科学管理，团结和率领参战的全

体员工精心施工，昼夜连续奋战，安全优质地建成了一项精

品工程，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中铁七局和郑州公司赢得

了荣誉。

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跨陇海铁路工程临近营业线施工，

行车干扰大、安全风险大、工期非常紧张。陇海铁路是全国最

繁忙的铁路干线之一，每天有 150多对列车通过。对此，他把
确保行车安全、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每周均组织召开由全

体员工、外协队伍参加的安全隐患排查会，及时消除隐患，防

微杜渐，警钟长鸣。自开工以来，他率领员工克服了场地狭

窄、冬季作业、时间紧、标准高等重重困难，一条心一个目标，

统一指挥，责任到人，上下同欲，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先

后修建了陇海铁路临时便线 1.6公里，并累计安全要点施工
420分钟。

2012年 11月中旬至 12月中旬，在他的精心组织下，通
过提高混凝土标号、增加 2台锅炉加温、增加作业人员、安排
24小时施工等具体有效的措施，原计划需要 3个月时间，现
只用 1个月时间就高效率、高质量地建成了一座长 124米、
宽 14 米、高 15 米的连续梁（绑扎钢筋 300 吨、浇筑混凝土
1500多立方米）。
由于工地标准化建设好、精细化管理好、工程建设安全

质量好，在郑州铁路局 2012年一、二、三季度的建设项目三
次安全评价考核中，这个项目部在 35个参建单位的竞赛评
比中，连续三次夺得第一名；在郑州铁路局 2012年年度总结
表彰会上，该项目部获得“优秀项目部”的荣誉称号。

谢卫伟说：“要干好一项工程、建设出精品工程，无论在

哪个岗位上都要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能辜负领

导对自己的期望和信任！我所干的工作、所干的工程不能比

别人差，作为一名爱企业、爱岗位的员工，我们就要有为企业

建功立业、争创效益、争创荣誉的信念和行动，要努力做到有

旗必夺、有一必争！”

7 月上旬的一天上午，记者随某
央企河南分公司投资处的胡处长到

永城市考察投资项目。在芒砀山上

的一个小商店，我们要了几瓶冰镇

的纯净水，意外的是，结账时女店主

每瓶只收 2 元。弄得经常走南闯北
的胡处长不停地感叹：“在其他景

区，一瓶水少则 3 元多则 5元。永城
人不宰客，实在，来这里投资发展，

放心！”

“人人都是投资发展环境的参与

者和创造者。”这是记者在永城采访时

当地领导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没想到

芒砀山的小插曲为此作了最好的注

解。近年来，河南省永城市紧紧围绕招

商引资目标任务，不断强化服务理念，

努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精心组织招

商引资“百日攻坚”活动，全市招商引

资工作呈现出亮点多、成效大的良好

势头，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了全省前列。

搭建优质平台

加强宣传教育。在全市树立“招

商、亲商、重商、安商、富商”的意

识，提高行政效率，提高服务质量，

努力为客商在永城投资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公正的法律环境、稳

定的政策环境和高效的服务环境；

坚持“一事一议”。对固定资产投资

3 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高科技项
目，投资 5 亿元以上的商贸物流项
目，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其它项目实
行一事一议，逐一研究制定更加灵

活、优惠、合理的支持政策。将“诚

信”贯穿于招商引资的各个环节，言

必行，行必果，为投资者不折不扣地

落实招商引资优惠政策。落实“两

个不接触”工作机制。对招商项目做

到“受理、代理、办理”一条龙服务，

项目手续由服务单位全程代办，投

资商不与审批单位直接接触，征地

时不与农民直接接触。从严查处影

响投资环境的人和事，依法严厉打

击强装强卸、敲诈勒索、强揽工程等

干扰企业发展的不法分子。对乱收

费、乱检查、乱摊派和不作为、慢作

为的单位和人员，一经查实，即严肃

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在新闻媒体上

公示。

简化审批流程

落实领导联系招商项目责任制。

市领导分工负责，实行一个项目一名

市领导牵头、一套班子服务、一个部

门负责、一名科级干部作为担任首席

服务官的“五个一”机制，专职专责为

项目提供从洽谈签约到工程建设的

全程服务。强化行政审批。积极推行

项目办理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制、

联审联批制、首问负责制，简化审批

程序，减少审批事项，全面推行网上

行政审批。限时默认制。凡在规定时

限内未完成相关审批的，即视为审批

默认；凡上级明令取消的审批项目，

坚决取消。国家政策规定的审批项

目，积极推行后置审批、并联审批、限

时审批办法。联席办公会议制度。市

主要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有

关企业参加，定期召开招商引资联席

办公会、招商项目协调促进会，集中

解决项目在洽谈签约和落地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落实督察问责制

度。市纪委牵头，两办督察室参加，对

现场办公会作出的决定和其它承诺

跟踪督察，对落实不力的按问责制问

责。上半年，解决项目落地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 40多件。

“以商招商”

积极开展企业帮扶活动。定期走

访沟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切实

为企业排忧解难。结合开展的“做人民

群众的贴心人”活动，采取多种措施，

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市工商局、税务

局、工信局、供电公司等单位进一步加

大了对招商引资企业的重点帮扶。工

商局在登记注册中，对前来办理业务

的企业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指定专

职人员受理各项具体业务。无论是企

业入驻、咨询前置许可、注册登记都实

行“一对一”贴心服务。开展“入企大走

访、银企对接恳谈”等活动，促进企业

快速发展，做到跟踪服务全过程。今年

以来已组织 150 名执法人员走访了
84家企业，帮助企业与银行达成贷款
意向金额 5.1亿元，对 14家招商引资
企业实施了延时服务。

永城市优良的投资环境，优质的

服务环境，赢得了广大投资商和企业

的一致赞同，一些招商项目在原计划

投资额的基础上扩大了投资规模，同

时还有多家企业引进同行企业联合投

资在永城新建更大规模的生产项目。

“以商招商”、“延链招商”、“补链招商”

成为今年永城招商工作一个突出特

点。福建客商周义毫等人 2004年来永
投资 1.3亿元建设振兴金属制品有限
公司，发展到 2010年已形成固定资产
5.6亿元，年产值超过 20亿元。2011
年联合多家外地企业在永建设钢铁制

造园，投资总额 30亿元。目前，该园区
已建成年产 25万吨钢铁铸件项目，年
产 10万吨镍铁合金项目，同时规划建
设年产 30万吨冷轧薄板、振兴商务园
区等项目；广东企业于 2010年来永投
资 3.7亿元建设永禾铝业项目。2012
年该企业联合 2家广东企业来永投资
博得铝业项目，投资总额 16亿元，目
前项目正在进行厂房建设。

永城：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的创造者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尹晋

华日前在郑州召开的全省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

优良的经济发展环境是聚集生产要

素的“强磁场”，是助推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河南将全力优化政务、法

制、市场、要素等四个环境，推动中原

经济区建设健康顺利发展。

服务至上，优化政务环境。政务

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高潜质资源，

哪里政务环境优，资金、技术、人才等

资源就向哪里走，那里的经济就发展

快。要强化服务理念。切实提高为优

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自觉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在服务中履行职责，在

服务中体现价值，在服务中成就事

业，用优质的服务营造优良的政务环

境。要转变服务作风。坚决纠正不负

责任、不敢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的问

题；坚决纠正互相推诿、办事拖拉、效

率低下问题。着力创造清正、透明、和

谐的政企关系，使各类市场主体在公

正、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下健康发

展。要履行服务职责。要把减少行政

审批作为职能转变的突破口，审批事

项再精简、审批流程再优化、审批时

限再压缩，该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

放的尽快下放，能整合的尽量整合，

切实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

预，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

础性作用。要积极推进行政服务平台

建设，完善对行政服务中心的规范运

行管理；要充分发挥行政效能电子监

察系统作用，对行政行为实施监控和

预警纠错，提高行政效能。

规范至上，优化法制环境。营造

规范有序的法制环境，是区域发展最

大的竞争优势。要建设法治政府。要

牢固树立法制意识，着力克服“人治”

思维，防止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不断

提高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

和水平。要规范行政行为。进一步规

范执法主体，界定执法权限，减少执

法层级；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从重

处罚向重引导、重服务转变；进一步

规范执法程序，再造执法流程，细化

操作规程，规范自由裁量；进一步加

强监督检查，严格落实执法责任制和

行政问责制，切实做到有权须有责、

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违法必追

究。要防范司法腐败。坚决打击和防

范司法腐败，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

维护司法公正，营造公平正义的法制

环境。

诚信至上，优化市场环境。公平

诚信的市场环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助推器。要树立诚信导向。强化政府

诚信建设意识，始终做到诚以感人、

信以服人，言必信、行必果，取信于

企、取信于民；加强对守信践诺典型

的培养宣传，倡导良好诚信风尚；加

强对政府职能部门失信案件的查处，

增强守信重诺的主体意识；不断完善

失信惩戒机制，提高失信的经济、道

德风险和成本，形成守信受益、失信

受损的社会氛围。要争做守信榜样。

守信践诺，就是要把已约定事项坚决

落实好，把落地项目服务好，把承诺

事情兑现好，以实际行动树立亲商、

安商、富商的良好形象。各级政府要

带头讲诚信、守信用，要有“萧规曹

随”的心胸和智慧，坚持一以贯之谋

发展，一张蓝图绘到底，保持政策的

连续性、稳定性。

保障至上，优化要素环境。生产要

素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前提条件，优化

要素环境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

任务。着力能源保障。通过深度整合、

加强调运、政策引导、预警告知等方

式，提高煤电油气等资源要素的保障

能力，切不可“一拉了之”、“一断了

之”。着力土地保障。要节约集约用地，

科学编制土地使用规划和土地预算，

严查粗放使用、长期闲置以及占地、圈

地行为，为企业发展留足用地空间，提

高土地使用效率。着力融资保障。要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投融资渠道，

推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平台建设，扩大

直接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中

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对符合产业政策、

发展前景好的企业给予信贷支持。着

力人才保障。要提供政策支持，搭建校

企合作平台，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强化

用工对接，保障企业人才用工需求。着

力生态保障。要加强环境保护，有效利

用环境容量，对环境指标进行精细化

管理，确保重点项目、民生项目的环境

容量需求。

优良的环境助推经济发展
河南省纪委书记尹晋华：

本报记者 王少华

做有人格魅力的“硬汉”
———记中铁七局郑州公司“十佳青年”、

连霍高速公路工程 16标项目经理谢卫伟

邓剑马林 本报记者 王少华

河南省优化办主办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本
栏
目
由

优化环境看河南

永
城
市
产
业
集
聚
区
煤
化
工
产
业
园50

万
吨
甲
醇
项
目

mailto:shangxy610@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