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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高度 中原向导

本报讯（记者平 萍 张建新）
2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第九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
议在郑州开幕。省委书记郭庚茂
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强调要贯
彻落实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坚定不移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顽
强的毅力、不屈的韧劲把正风反腐
进行到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省委常委谢伏瞻、邓凯、李克、
刘满仓、吴天君、赵素萍、夏杰、李
文慧、陶明伦出席会议。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尹晋华主持会议。

郭庚茂指出，要保持政治定力，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纪委
六次全会精神上来。十八届中央纪

委六次全会，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之
际召开的。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既直面问题、切中时弊，又充满
自信、催人奋进，是指导全面从严治
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的又一光辉篇章。贯彻落实中央
纪委六次全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全党的重要
政治任务。我们一定要深入学习领
会、把握精神实质、坚决付诸行动。
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
的科学判断上来，充分认识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
效和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保持清
醒头脑，坚定必胜信心，不断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
展。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
坚定决心上来，充分认识到党中央
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

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
没有变；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
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
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
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
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
足够自信，保持反“四风”、正党风、
反腐败、倡清廉的韧劲和定力，坚定
不移，锲而不舍，不断夺取正风反腐
新胜利。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的部署和要求上来，结合河南实
际，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不折不扣
地抓好贯彻落实，把准正确方向，以
顽强的毅力、不屈的韧劲把正风反
腐进行到底，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郭庚茂强调，要落实中央部
署，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省
委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制定实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
干意见，完善管党治党思路举措，
坚定正风肃纪、反腐惩恶；省纪委
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和省委的决策
部署，遵循党章规定，聚焦中心任
务，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
成效。我们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
治党相结合，着力开创全面从严治
党新局面; 坚持集中教育与正风肃
纪相结合，着力推动作风建设常态
长效; 坚持重拳惩处与筑牢防线相
结合，着力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效应;坚持发展伟大事业与
推进伟大工程相结合，着力把主体
责任扛稳、抓牢、做实，营造了良好
的政治生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
热情不断激发。同时也要清醒地认
识到，当前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

通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为经济社会
发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做好
今年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十八届中央纪
委六次全会和省委九届十次、十一
次全会部署，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保持坚强政治定力，坚
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
尊崇党章、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
德规相依、深化标本兼治，聚焦监
督执纪问责，着力在严明党的纪律
和规矩、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加强执纪审查、强化巡视巡察监
督、推进纪检体制改革、整治群众
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上
下功夫、求实效，（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王延辉）近日，
省政协召开主席办公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省委书记郭庚茂在省委常
委会上讲话精神，研究贯彻省“两
会”精神、做好当前工作。省政协主
席叶冬松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
史济春、靳绥东、李英杰、龚立群、梁
静、张亚忠、高体健、靳克文、钱国玉

和秘书长郭俊民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对于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精神、做好“十三五”时期各方面工
作、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夺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
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员干
部要认真学习、全面领会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五大发展
理念的科学内涵，（下转第三版）

2 月 1 日是腊月二十三，农历
小年。记者走进省会郑州陈寨花
卉市场，映入眼帘的是或浓或淡的
绿，沁人心脾的是或清或浓的香，
穿梭在其中的人个个喜气洋洋。

“我年年都来买年宵花，图个
喜庆。”郑州市民张先生刚刚花了
180元选购了一大盆火红的杜鹃，
一脸笑容中却略带遗憾，“这两年
眼瞅着曾经高大上的蝴蝶兰成为
平民花，打算也抱一盆回家，没想
到今年竟又涨价了。”

张先生的感受折射出今年年
宵花新动向——节俭风下“小花”
独领风骚不过两年，高档年宵花

“低调杀回”，猴年年宵花市场进
入百花争艳新时代。

“蝴蝶兰回归，也是经历了凤
凰涅槃。”花商姚倩倩说，从用紫
砂盆等豪华包装的“送礼首选”，
到与普通绿植组合的平民盆栽，
再到如今备受大众青睐，蝴蝶兰
市场趋于平稳。

与此同时，以销售杜鹃、仙客
来等平民花为主的花商刘涛却有
些失望：“杜鹃的销量比去年减少
了近一半。”她表示，这些“小花”
虽然一盆最贵不过百十元，但薄
利多销，之前每天能卖几千元的
货，而前一天才卖了 1000多元。

“虽说有人欢喜有人愁，但这
可以说是节俭新风带给花卉产业
的‘福利’。”省花卉协会副秘书长
白占芳说，年宵花市场经过两年
多的调整，花卉产业的结构也变
得更多样，更合理。③6

郭庚茂在九届省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

以顽强的毅力不屈的韧劲把正风反腐进行到底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叶冬松主持召开省政协主席办公会议

学习中央精神 贯彻省委要求
落实两会部署 抓好各项工作

省会花卉市场

姹紫嫣红俏迎春

新春走基层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在京举行 宣布建立五大战区

习近平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
▶▶5版·中国新闻

□本报记者 杜 君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地生根
——我省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巡礼之七

本报讯 (记者李凤虎)2月 1日，
河南省“上合会议”安保工作表彰
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
茂，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等出
席会议。

会前，郭庚茂、谢伏瞻亲切接
见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
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安全保卫任务受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代表。

省领导叶冬松、李克、刘满仓、
吴天君、许甘露和武警河南省总队
司 令 员 朱 文 祥 少 将 参 加 上 述 活
动。许甘露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宣读了公安部嘉奖令、公
安部记功命令，《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给圆满完成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安全保卫任务的集体和
个人记功的决定》。

谢伏瞻在会议上讲话。他首
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受到表彰的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
祝贺，向战斗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第一线的全省广大公安民
警、公安现役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
敬意和诚挚的慰问。

谢伏瞻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在我省
前所未有。安全保卫是本次会议保
障工作的重中之重，任务非常艰巨，
难度非常之大。中央对这次会议高
度重视，省委将会议安保工作作为头
等大事，要求举全省之力，确保绝对
安全。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下转第三版）

河南省“上合会议”安保工作
表彰大会在郑州举行
郭庚茂谢伏瞻等出席会议并接见受表彰者代表

1月 31日，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时代楷模发布厅》播出了燕振昌
同志的感人事迹。在节目现场，燕
振昌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荣
誉称号，成为我省第三位、许昌第一
位获此殊荣的先进典型人物。

从河南省委、许昌市委分别作
出“开展向燕振昌同志学习活动的决
定”，到中央、河南省委、许昌市委主
要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宣
传、学习燕振昌这一重大典型，再到
此次成为国人敬仰的“时代楷模”，燕
振昌去世一年多来，从未离开过人们
的视野、走出过人们的记忆。时光如
大浪淘沙，反而让他的形象愈加清
晰挺拔，愈加撼动人心。

在他的家乡，乡亲们认为他从
未走远，对他有说不完的思念；千
里之外，受到他事迹感染的人们认
为他精神不灭，对他有道不尽的敬
重。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位普普
通通的村干部青山永在、浩气长
存，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燕振昌可贵。

担任村党组织书记的 44年间，
无论时代和环境如何变化，燕振昌
都始终如一地坚守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以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始终把永远听党话、坚定
跟党走作为重要的人生信条，时时
刻刻激励自己奋力前行，事事处处
不忘党对自己的关怀和培育。他
常说，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教育培
养，我燕振昌什么荣誉都得不到；
如果没有同志们的帮助、支持和宽

容，我燕振昌什么工作都推不动；如
果没有群众的辛勤耕耘和积极创
造，我燕振昌什么成绩都谈不上。
这种看轻权力、看淡名利、看重群众
的襟怀，昭示着燕振昌精神的当代
价值。现在，条件改善了，环境变化
了，但宗旨丢不得、本色变不得。一
些党员干部腐败堕落，党性丧失是
根本内因。如何牢记自己的党员身
份，心中有党，忠于使命，甘于奉献，
依然是迫切而紧要的课题，依然需

要燕振昌这样的明镜与标杆。
心中有党，做事才有底气。在

燕振昌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学习弘扬燕振昌精神，就要像
他那样，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
念的优秀品质，立起精神上的定海
神针，正本清源、固根守魂，时刻不
忘对党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始终为
群众谋利造福。

燕振昌可亲。

为民情怀最动人。44年来，燕振
昌时刻把群众置于心中最高位置。

“有房住、走好路、能读书、有玩处”，百
姓的愿望，他时时记在心里，先后8次
改扩建村幼儿园、小学、中学，建成了
长葛市第一个农村全寄宿制中学；先
后两次规划新村建设，整治村容村
貌，硬化背街小巷，建设文化广场；对
全村7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贴，建
成了全省第一家村级敬老院。“千难
万难不让群众作难”，村民的困难，他

件件记在心头，全村 1000多户村民，
谁家房屋漏了，谁家看不起病，他都
要拉上一把。为民造福，沉潜累积为
政之德；心系群众，热忱涵养“公仆情
怀”，使燕振昌在百姓心中筑起了恒
久的丰碑。如果广大党员干部都能
像他那样，始终绷紧宗旨意识这根
弦，时刻把百姓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怎么会打不掉横亘在党同群众之间
的无形之墙，破解不了“为了谁、依靠
谁、我是谁”的根本命题？

心中有民，为官才有分量。在
燕振昌身上，集中体现了一名农村
基层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无限深
情。学习弘扬燕振昌精神，就要像
他那样，始终保持一心为民、造福百
姓的公仆情怀，以百姓之心为心，奉

“三严三实”为标尺，把为人民服务
作为人生的最大追求，做牢记宗旨、
服务群众的表率。

燕振昌可敬。
44年来，燕振昌同志始终把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天职，从来不
盘算怎么“做官”，只想着怎么“干
事”。任党支部书记以后，燕振昌以
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为己任，始
终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决心，为
水磨河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呕心沥
血、殚精竭虑。1973年，他就领着社
员办起了农机配件厂、面粉厂等 4
家集体企业；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他
率先个人办企业，示范带动全村掀
起办企业热潮，全村投资在百万元
以上的企业达 50多个，吸纳周边富
余劳动力近万人，（下转第三版）

大力学习弘扬“时代楷模”燕振昌精神
王树山

前言 人民为什么怀念燕振昌？时代为何需要燕
振昌？1月 31日，长葛市坡胡镇水磨河村原党委书记燕
振昌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之后，许昌
市委书记王树山第一时间撰文，对燕振昌精神及其时
代价值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和概括。文章深刻指出，学

习弘扬燕振昌精神，不仅是为了缅怀先贤，更是为了传
递责任，唤醒每位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

“三严三实”是永远的必修课，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王树山同志的这篇文章，既是对燕振昌精神的深
入探究和热切呼唤，又饱含着对“三严三实”这一宏大

主题的真诚追随和躬身奋行，其情真，其义深，其旨远，
对各地大力学习弘扬燕振昌精神、自觉践行“三严三
实”、开展“两学一做”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新生态，涵
养奋力躬行的新状态，开创发展为民的新境界具有很
强的启示和引领意义。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小年来临之际，贾乐佳高兴地和爸爸、妈妈在列车上照了个全家福。小乐佳的爸爸、妈妈分别是K869次和
G4011次列车的列车长。今年10岁的贾乐佳，已有8年没和父母一起过团圆年了。⑤3 本报记者 王 铮 摄

本报讯（记者杨玉璞）2月 1日下午，洛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
传达省委关于洛阳市委主要领导职务调整的决定：副省长李亚兼任中共
洛阳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免去陈雪枫的洛阳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
务。③6

李亚任中共洛阳市委书记

▶▶2版·要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