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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北京时
间 2014 年 10 月 7 日 21 时 49 分，云南省普
洱 市 景 谷 县 境 内（北 纬 23.4 度 ，东 经
100.5 度）发生 6.6 级地震，震源深度 5 公
里。截至 8 日 15 时，地震已造成 1 人死
亡、324 人受伤、6988 间房屋倒塌、5 个县

（区）12.46 万人受灾。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全
力以赴抢救受伤群众，要求驻地解放军、
武警部队等有关方面迅速投入抗震救
灾，妥善做好群众避险和安置工作，加强
余震监测预报，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发生，
把地震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
度，同时统筹做好鲁甸地震灾区重建工

作，确保受灾群众安全过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迅
速核实灾情，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和伤
员救治，尽快组织抢修受损的基础设施，
抓紧调运救灾物资，严密防范次生灾害，
千方百计减少人员伤亡，及时发布灾情信
息，维护灾区社会秩序，安定人心。

习近平对云南省普洱市景谷县6.6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抢救伤员 做好群众安置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10 月 8
日，我省在郑州设立省分会场，收
听收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郭庚茂在省分会场参加
会议并讲话。

谢伏瞻、叶冬松、邓凯、李克、
刘春良、尹晋华、史济春、刘满仓、
吴天君、赵素萍、陈雪枫和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黄委会主任在省分会场参
加会议。

在认真收听收看了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后，
郭庚茂强调，学习贯彻好中央会议
精神、做好下一步的工作，近期主
要抓好三件事。

第一，要抓紧学习好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这次大会
既是中央对全党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的系统总结，也是对作风建设的
进一步动员和部署。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非常精辟地总结了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和经验，并将
其上升到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坚持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永葆党的先进
性、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战略
决策，不是一次简单的解决眼前问
题的具体性工作措施，有着非常深

远的重大意义。也正基于此，习近平
总书记对教育实践活动结束之后，
如何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
设，如何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这是一种
长远的战略性考虑。我们要把改
进党的作风、加强党要管党从严
治党，提升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
提升到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稳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正能量
的高度来认识，真正领会中央的
意图、中央的考虑，进一步增强加
强作风建设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全省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员领导
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这次重要讲话作为一项重要政治
任务，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我省调研
指导和听取兰考县委、河南省委
教育实践活动汇报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结合起来，深入学习，深刻理
解，把握精神实质，使之成为我们
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第二，要认真贯彻好这次中央
会议精神。要把学习与研究结合
起来，把中央精神与河南实际结合

起来，思考研究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研究如何搞好教育实践活动
的收尾工作，做到善始善终。要端
正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中央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的召开标志着集中教育活动的基
本结束，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各级活
动的同时终止，活动的收尾也决不
是作风建设的收场。就活动本身
来讲，应当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即
使基本完成了任务，也要及时转入
作风建设的常态化。当前，教育实
践活动压茬推进要到底，不能草率
收兵，功亏一篑；整改落实要到位，
不能说而不做、说了不改，失信于
民；督导指导不能放松，不能前紧
后松，放任自流。二是研究如何推
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
有休止符。集中教育活动虽告一
段落，但作风建设要常抓不懈。群
众路线教育要持久化，通过教育解
决好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问题；宗旨教育要持久化，通过教
育摆正公仆角色定位，解决好为人
民服务问题；标杆教育要持久化，
坚持深入持久学习焦裕禄精神，时
时以焦裕禄为标杆来衡量我们的
言论和行动。三是研究如何建立
健全制度机制，从根本上、源头上

解决作风问题。近期要在以下几
个方面做出努力：针对“四风”和腐
败问题，要把教育实践活动的整
改、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和
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做到“三
改”合一，从制度上加以制约和防
范；针对基层基础建设中出现的问
题，要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和群
众自治组织建设，完善基层四项基
础制度建设，即完善基层民主科学
决策制度和机制、矛盾调解化解制
度和机制、便民服务工作制度和机
制、党风政风监督检查制度和机
制；在县级以上机关要着手建立完
善四项制度，即建立完善民主集中
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干部
选拔任用制度、反腐倡廉体制机
制；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制度，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良
好政治生态。

第三，要把教育实践活动的成
效转化为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强
大动力。无论是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还是加强作风建设、党的建设，
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民，必须把活
动开展和作风建设的成效转化为
推动发展、改善民生的强大动力。
当前，经济发展处于经济增长速度
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
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级

党委、政府要深入研究如何在复杂
的经济形势下，把各项工作做好，
保持河南良好的发展态势。目前
已进入第四季度，要重点研究三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今年各项任
务指标进行盘点，采取有效措施，
加强薄弱环节，力争在实事求是的
基础上有一个好的结果。二是及
早谋划明年的工作。明年既是完
成“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

“十三五”的规划之年。要明确重
大方针政策、改革重点任务，编制
好“十三五”规划，为河南的长远发
展打下基础。三是各级各部门要
适应新常态，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
态，适应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
个政治生活新常态，进一步提升工
作的科学化水平，把河南的事情办
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造福河
南亿万百姓。

在省分会场参加会议的还有：
省委各部委、省直和中央驻豫各
正厅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郑
省管企业、省管本科高等院校党
委书记，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
责同志。

会 议 在 各 省 辖 市 、省 直 管 县
（市）、县（市、区）也设有分会场。③9

我省收听收看党的群众路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总 结 大 会

郭庚茂在省分会场参加会议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王冠星）10 月 8
日，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正式发
布《2014 年河南省百强乡镇评价
报告》，依据 2013 年全省乡镇基本
情况统计数据，对全省乡镇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评价，评出了
2014 年度全省百强乡镇。

此次评选对全省乡镇从经济
发展、社会与民生、可持续发展三
个方面选定 26 个指标进行量化分
析和综合评价。百强乡镇中有 91
个镇，9 个乡，其中 29 个城关镇。
全省百强乡镇前 10 位依次是：安
阳县水冶镇、巩义市回郭镇、荥阳
市豫龙镇、辉县市孟庄镇、新郑市

龙湖镇、安阳县铜冶镇、新密市超
化镇、新乡县七里营镇、林州市姚
村镇、中牟县白沙镇。各省辖市进
入百强乡镇数量排在前三位的是：
郑州市 23 个；安阳市 16 个；洛阳市
10 个。

百强乡镇中，公共财政收入超
亿元的有 48 个。百强乡镇的人均
公共财政收入为 2966 元，是全省
乡镇平均水平的 4.28 倍。省地方
经济社会调查队队长刘明宪表示，
百强乡镇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
我省乡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
和辐射作用，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增
长点和支撑点。③11

2014年度全省百强乡镇出炉

今日导读ndexl
我省出台促进信息消费三年实施方案
十大工程助力信息消费年均增长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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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布深化预算改革方案

打响新一轮财税改革“开头炮”

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总结大会 10 月 8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
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
心齐，心齐则事成。教育实践活动使党在群众中
的威信和形象进一步树立，党心民心进一步凝聚，
形成了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实践证明，
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党中央
关于这次活动的一系列部署是完全正确的。这次
活动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重要准备，其重大
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出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
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
越要从严治党，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
次教育实践活动，对我们探索新形势下从严治党

的特点和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从严治
党必须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认真地而不是敷衍
地落实到位，这是这次活动给我们提供的最深刻
的启示。全党要以此为起点，在从严治党上继续
探索、不断前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
长刘云山主持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举行，开到县一级
和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团级以上单位。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
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党中央
对开展这次活动高度重视，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周
密准备，决心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精神把活动
抓好。从 2013 年 6 月开始，活动自上而下分两批

开展，目前已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高度重视、踊跃参与，
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响应、热情支持，整个活动进展
有序、扎实深入，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重大成
果。广大党员、干部受到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
深刻教育，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明显增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
之风得到有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恢复和发扬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
传统，探索了新形势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有效
途径；以转作风改作风为重点的制度体系更加完
善，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得到增强；影响群众切
身利益的症结难点得到突破，党的执政基础更加
稳固。

习近平强调，党中央向全党承诺，一定要精心
组织、确保实效，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在全
党共同努力下，这个承诺已经兑现。

习近平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是在总结运
用党内历次集中教育活动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展
的。通过这次活动，我们对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党
内集中教育活动取得了新的认识、积累了新的经
验。党内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必须突出重点、聚焦
问题；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必须以知促行、以
行促知；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必须层层压紧、
上下互动；必须相信群众、敞开大门。

习近平指出，经过这次活动，全党改进作风有
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基础
还不稳固。这一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
本结束了，但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的历史进程永远不会结束。活动收
尾绝不是作风建设收场，必须以锲而不舍、驰而不
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把目
前作风转变的好势头保持下去，使作风建设要求
真正落地生根。

习近平强调，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
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
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
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
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

习近平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 8 点要
求。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各级各部门党委（党
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
好、落实好，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
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
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二是坚持思想
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
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
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
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
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
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
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

引领河南外科手术迈入“机器人时代”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完成河南省首例达芬奇机器人手术

本报记者 闫良生 本报通讯员 曹咏 周厚亮

创伤极小，不用开刀即可钻进
病人腹内实施手术；高度精准，手
术刀在手术过程中操控灵活且丝
毫不会颤抖；视野开阔，最大 10 倍
的三维立体放大术野使医生可以
对手术病灶一览无余……被命名
为“达芬奇”的手术机器人，是目前
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微创外科手
术系统，因其设计科学、功能强大、
效果显著，早已闻名全球。

10 月 7 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下简称“郑大一附院”）2 号
病房楼手术室，河南省著名肝胆外
科专家、郑大一附院张水军教授，
使用河南省首台“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为两名患者实施了高难度贲
门周围血管离断术和胆囊切除手
术，标志着河南省的外科手术正式
迈入“机器人时代”。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集医
教研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和省部共建医院，郑大一附院
不仅要打造一流的专家队伍、一
流的医疗技术、一流的综合服务，
我们还要引进像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一样一流的医教研设备，做其
他医院做不了的手术，培养优秀
的医学人才，不断提高科研创新
水平，以引领河南医学事业的发
展，更好地造福广大人民群众。”
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大一附院院
长阚全程如是说。

手术现场
医生坐在操控台前精准实施手术

在手术开始之前，张水军教授
和助手仅在患者腹部打了 4 个直径
为 10 毫米左右的小洞，把机器人 4
根机械手臂放入腹内。而后，张水
军教授离开了手术台，来到放置在
一旁的操控台前坐下。

操控台的液晶显示屏上清晰

地展现了患者放大 10 倍的三维胆
囊影像，医生仿佛置身患者腹中。
张水军教授手握操纵杆自由地控
制着患者腹腔内的手术刀和操作
钳，脚踩着踏板随时调整影像焦
距，切割、电烧、打结、缝合……一
气呵成，整台手术仅用了不到 40 分
钟。

“以前一台外科手术需要 3-4
名医生配合才能完成，而实施机器
人手术只要主刀医生和一位助手
即可。且不说医生做手术不累、减
少了辅助医生劳力，更重要的是手
术过程实现了高清晰、高精准，医
疗效果和医疗安全得到了有效保
障。”张水军教授谈到机器人手术
感触颇深。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
全世界最先进的微创外科手术平台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主要由三
部分组成：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设
计的医生操控系统；拥有四条同步
操控机械臂的床旁机械臂系统；搭
载系统核心处理器和三维立体高
清设备的成像系统。该系统整合
了三维立体高分辨率的影像、可多
角度操作手术器械以及直觉同步
操控技术，使医生超越传统手术技
术的限制，也使更多复杂外科手术
能以微创方式开展。其适合肝胆
胰外科、胃肠外科、泌尿外科、心血
管外科、胸外科、妇科、小儿外科等
进行微创手术。

与传统外科手术相比，达芬奇
机器人手术具有三个明显优势：一
是突破了人眼的局限，机器镜头可
以进入人体内部，使手术视野放大
10 倍；二是突破了人手的局限，在
原来手伸不进的区域，机器手可以
在 360 度的空间下灵活穿行，完成
转动、挪动、摆动、紧握等动作，且
机械手上有稳定器，防止人手可能
出现的抖动现象，尤其是狭窄解剖
区域中机器手比人手更灵活；三是
无需开腹，创伤小，出血少，恢复
快，大大缩短了患者术后住院时
间，手术成功率大幅提升。

“作为一种新的高科技产品，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科技含量高，
成本也很高。就像高铁和普通火

车一样，投资大、优点突出的高铁
收费自然就会高一些。”当被问及
手术机器人的手术费用时，张水军
教授举例说，“但是，用达芬奇机器
人做手术，为患者带来的创伤变
小、住院时间变短和手术成功率提
高等综合效益十分显著。”

领航未来
郑大一附院着力打造一流手术团队

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医院拥有
达芬奇手术机器人，这是因为要购
置一台该系统不仅对医院的人才
资源、学科建设等要求很高，而且
要通过国家卫计委的专业答辩。
换句话说，达芬奇机器人的引进已
经成为一所医院学术地位和综合

实力的象征。
“因为达芬奇手术机器人优势

明显，像这两名病人，若开腹手术
大约需要一周左右时间康复出院，
而目前只需 2 到 3 天左右即可出
院，所以它必定会受到广大患者的
青睐。”提起手术机器人的应用前
景，张水军教授信心满怀。

据 了 解 ，郑 大 一 附 院 早 在
2012 年底就在全院范围内遴选了
十几名顶级手术专家，在张水军
教授和文建国教授的带领下，先
后赴我国香港和丹麦、美国等地
参加培训学习、模拟训练，目前均
能熟练地操控手术机器人，也为
该院今后大规模开展机器人手术
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们下一步要专门研究该设
备的应用开发，培养数个在国内叫
得响的手术团队，建设好手术团队
梯队，力争在远程手术、高难度微
创 外 科 手 术 等 方 面 实 现 新 的 突
破。”张水军教授说。

未来，郑大一附院手术机器人
的应用令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