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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9日至30
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
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暨
省委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会议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调研
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动
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集中统一领导，以新担当展
现新作为，以党的建设高质
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一
步一个脚印实现中原更加出
彩的奋斗目标。

会议由省委常委会主
持。省委书记王国生代表省
委常委会作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
儿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进行总结和部署。

省委常委孙守刚、赵素
萍、任正晓、李亚、黄强、孔昌
生、马懿、穆为民、胡永生在
主席台就座。

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
党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同心共筑中
国梦。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
调研指导河南时的殷殷嘱
托，把中原出彩与中国梦紧
密联系在一起，照亮了河南
发展前行之路，点燃了亿万
中原儿女的奋斗激情。要把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贯通起来学习
理解，把新时代的坐标系和
中原更加出彩的目标对照起
来谋划工作，把回看走过的
路和远眺前行的路连在一起
深入思考，牢记神圣使命，接
续奋力前行。

会议强调，要以党的十
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调研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
话为统领，肩负起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历史使命。
深刻领会和把握为什么需
要中原更加出彩，深刻领会
和把握什么是中原更加出
彩，深刻领会和把握新时代
怎样让中原更加出彩，紧跟
时代步伐，不断探索新路，
彰显自身特色，把“四个着
力”重大要求作为新时代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根本遵循，
坚持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推动经济发
展高质量，这要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河南各项事
业发展必须牢牢把握的工
作方向。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
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
高质量。从基本遵循看，高
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发展；从战略目标看，高质
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发展；从基本路径看，高
质量发展是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的发展；从
根本目的看，高质量发展是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着力打好“四张牌”，是
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
关键举措。要把打好“四张
牌”贯穿于高质量发展各个
方面，务求不断取得实效。
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始终把握好稳增长和调
结构的基本关系，在质的大
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
长。要推进经济结构战略
性调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城乡
结构、区域结构，把准高质
量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把
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抓好创新载体，壮大
创新主体，完善创新机制，
建设人才强省，激活高质量
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深化
改革开放，扎实推进机构改
革，深化“放管服”改革，推
进国企改革攻坚，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提升开放通
道优势，提升开放平台优
势，优化营商环境，走好高
质量发展必由之路。要提
高政治站位，用更大的决
心、尽更大的努力，拿出更
有效的办法，以更加扎实的
作风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补齐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

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
政治建设，推动党的建设高
质量。党的建设高质量，体
现在牢牢把握政治统领这一
重大原则上，体现在掌握马
克思主义这一看家本领上，
体现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上，体现在凝心聚力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上，体现在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上，体现
在党的工作机制务实管用
上。实现党的建设高质量，
要注重根本建设，注重基础
建设，注重长远建设。要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

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对党绝对忠诚，紧跟习
近平总书记的步伐，对党中
央决策部署听令而行、闻令
而动，带领群众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要坚定理想
信念，投身中原更加出彩的
生动实践，共同描绘出浓墨
重彩的美好画卷。要强化理
论武装，把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真正做到
学懂弄通做实，做好“结合”

“转化”的文章。要厚植党内
政治文化，倡导和弘扬忠诚
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
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建设良
好政治生态。要树好用人导
向，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真正
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让政治
强、作风实、不张扬的干部挑
重担。要全面提升本领，增
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
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和社会号召力，提高领导干
部“八种本领”，涵养干事创
业底气。要持续转变作风，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实施细则精神，一刻不停
歇地纠正“四风”，特别是大
力整治变异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赢得人民群众
真心拥护。要落实管党治党
政治责任，深化政治巡视巡
察，坚决惩治腐败，用好用活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坚
如磐石的决心、坚不可摧的
意志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
胜利。

会议指出，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让中原更加出彩，领导
干部要发挥表率示范作用，
带头树牢“四个意识”，带头
解放思想，带头真抓实干，
带头服务群众，带头严格自
律，进一步激发出对群众那
股亲劲、抓工作那股韧劲、
干事业那股拼劲。要树起
更高的工作标准，主动转变
领导方式，习惯在监督下开
展工作。

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运
行形势，对下半年重点经济
工作作出部署。会议指出，
总体看，今年前5个月经济
发展主要指标好于预期目
标，全省经济社会保持平稳
健康持续向好态势，高质量
发展取得良好开端。做好
下半年工作，要坚持稳中求
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
发展。始终把目标盯住，确

保年初确定的“三个同步、
三个高于”目标实现；坚决
把风险管住，确保不发生区
域性系统性经济风险；牢牢
把发展扭住，抓结构调整挖
潜力，抓转型发展增动力，
抓深化改革添活力；注意把
重点抓住，将实体经济发展
作为重点，优环境、降成本、
破难题。要把握时代特征，
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
路子。加快经济结构转型，
抓好产能、产业、产品三大
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
变，着力摆脱依赖投资拉动
的发展模式、依赖工业支撑
的发展格局、依赖物质消耗
的发展路径；加快发展动能
转换，实现更高水平地扩大
开放、更大力度地深化改
革、更加全面地推进创新。
要紧盯重点任务，集中精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坚决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突出防范区域金融风
险、政府债务风险、自然灾
害风险、安全生产风险；坚
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进
一步在落实精准方略、组织
重点攻坚、全面提高质量、
坚持统筹推进上下功夫；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走
出 一 条 生 态 文 明 发 展 之
路。要注重科学统筹，切实
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以产
业兴旺为重点、生态宜居为
关键、生活富裕为根本，扎
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科
学思想为引领、品质提升为
重点、文明创建为载体、人
民满意为目标，加快推进城
市转型发展，大力推动社会
事业发展，确保重点民生实
事办实办妥，持续增进人民
群众福祉。

会议强调，历史是人民
创造的，幸福是奋斗出来
的。古老厚重的中原大地形
成了以焦裕禄精神、红旗渠
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为代表
的宝贵精神财富，塑造了河
南人包容宽厚、大气淳朴的
内在品格，艰苦奋斗、负重前
行的实干精神，敢闯新路、奋
勇争先的进取意识。每一个
河南人，每一个在这里生活
和工作的人，都要把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
中原更加出彩紧密联系起
来，树立起强烈的争先进位
的出彩意识，争做出彩河南
人，葆有热爱河南的家乡情
怀，增强建设河南的责任意
识，涵养献身河南的精神境
界，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

礴力量。
会议强调，一分部署，九

分落实。要从感悟会议导向
中抓落实，转变方式、解放思
想，拉高标杆、集中精力，突
出重点、统筹兼顾，把每项任
务落到实处。要从增强责任
担当作为入手抓落实，提升
政治站位，勇于担责担难担
险，争做出彩河南人。要从
前看标兵回看追兵中抓落
实，激发内在动力，不断奋勇
争先。要以好的作风抓落
实，各地各部门要比一比谁
对会议精神吃得更透、把握
得更准，比一比谁的增长点
多，比一比谁的综合抓手多，
比一比领导班子的整体合力
和水平，比一比克难攻坚的
战斗力，形成狠抓落实的浓
厚氛围。

会议号召，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
河南时的重要讲话，解放思
想，担当作为，以党的建设
高质量推动经济发展高质
量，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新篇章不懈奋斗，努力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
的答卷。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共
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
六次全体会议决议。

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
员出席会议。不是省委委
员和省委候补委员的现职
省级领导同志；不是省委委
员和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
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省委各部委主要负责同
志，省纪委、监委领导班子
成员，省委巡视组正厅级巡
视专员，省直机关正厅级单
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省人
大、省政协各工作（专门）委
员会党员主要负责同志，中
央驻豫正厅级单位党员主
要负责同志，省管企业和省
管本科高等院校党委主要
负责同志，省直管县（市）党
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各
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部分出席党的十九大和
省第十次党代会的基层一
线代表参加会议。

省委十届六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召开
表决通过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
推动经济发展高质量
省委常委会主持会议 王国生陈润儿讲话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朱殿勇 屈芳 冯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