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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 田宜
龙 孙勇 童浩麟 任国战 杨晓东 董
学彦）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紧密
结合实际，运用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郑州市

在收看完大会实况转播后，郑州
市四大班子领导和市委机关干部纷纷
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展望了国
家的光明发展前景，令人欢欣鼓舞，让
大家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是发
展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办好中国的
事情，关键在党。作为党员干部，一定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进一步增强自豪感、使命感和
紧迫感，要把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统一到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自觉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投身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洛阳市

在集体收听收看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后，副省长、洛阳市委
书记李亚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作出安排部署。他要求，
洛阳市广大干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周围，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
程中，争当创新发展的排头兵、争做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领头羊，
让老工业基地焕发出新的活力，谱写
洛阳发展的新篇章。

开封市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在
开封市广大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
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为激励和指引，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要结合本职工作，把开封的振
兴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永远保持艰苦奋
斗的作风；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对
党的赤诚和忠贞融入到河南省新兴副
中心城市和“四个开封”建设中去，融入
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
去。

安阳市

收看大会实况后，安阳市委书记李
公乐说，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以
后，感到方向更明了，思路更清了，开拓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更强了。当前安阳
各项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我们要肩负起
历史使命，敢于担当，务实重干，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努力缩小安
阳与全省的发展差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加快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

鹤壁市

收看大会实况后，鹤壁市广大党员
干部纷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深刻阐述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对我们做好各
项工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鹤壁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各部

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当前一项突出的政治任务，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安
排部署上来；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强化
主业意识，把全面从严治党牢牢抓在手
上，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许昌市

在组织市四大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直播后，
许昌市委书记武国定说，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是治国理政的新论述，是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纲
领性文献。各级党组织要精心安排，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把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许昌各项
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十三五”规划圆满
完成。③6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砥砺奋进 扎实工作 让中原更出彩

□本报记者 田宜龙 孙勇

7月 4日上午，刚走进高大宽阔的
中信重工机械加工车间，记者的目光
就被一个“大家伙”吸引住了。“这是大
型矿机用的低速重载齿轮，直径在12
米左右，但加工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
丝的粗细，这是咱们的大工匠谭志强
的拿手作品。”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公关部副部长任宏军介绍说。

谭志强是中信重工关键设备、目
前全国最大的数控龙门镗铣床机长、
班长，“谭志强大工匠工作室”站长。

敦敦实实的谭志强是小个子，可
一旦站在工作台上，开动起三层楼高
的大型机床来，他瞬间好像变成另外
一个人，宛若精光四射游刃有余的解
牛大师庖丁。

精益求精 砥砺创新

中信重工被誉为“重型装备的摇
篮”。装备制造生产加工对象往往一件
产品一个样，每个器件、每道加工工序
可能都会遇到不同以往的难题。为适
应这种生产常态，唯一利器就是创新。

谭志强操作的机床，价值两亿元，
加工的部件动辄几百吨重，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有着近20年

党龄，深知责任重大的谭志强，丝毫不
敢掉以轻心。

2011年，中信重工承担国家“大飞
机项目”生产，长8米、重达200多吨拉
伸矫直机机架加工，深达 600毫米的
矩形件四角倒圆弧，成为整个加工的

难点。当大家都因震刀严重而苦无良
策时，为确保不震刀，谭志强创新采用

“迂回法”实施“精准手术”，先用小刀
盘切小口，再用大刀盘进行半精加工，
然后用小刀盘精细打磨……最终，这
个庞大构件圆满达到要求。

不忘初心 匠心筑梦

1986年谭志强高中毕业从一名镗
铣学徒工做起，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机
床上用镗刀、铣刀对各种部件进行加
工。按照相关标准，镗铣工操作机床
时将孔洞尺寸误差控制在 0.5毫米范
围内、部件表面光洁度打磨到6.5即为
合格。谭志强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给
自己制定了更为苛刻的标准——孔洞
尺寸误差控制在0.2毫米范围，光洁度
则瞄准更高一级的3.2。

39岁那年，谭志强接到学习数控
机床操作的任务。他看不懂英文说明
书，就向厂里的大学生请教，仅用半年
时间，他就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并很快
成为重型数控车间的带头人。

经历数十个寒暑的镗铣生涯，谭
志强终于从一名操作传统“摇摇把”机
床的学徒工，成长为能熟练操作大型
龙门镗铣床、荣誉等身的大工匠。

近两年，谭志强和他的大工匠工
作室团队，主动承担公司重大技术攻
关项目、解决关键技术难题19大项，为
公司创造价值 1280多万元。谭志强
连续7年被中信重工评为“模范共产党
员”。今年五一前夕，谭志强又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③6

重器制造“掌舵人”
——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大工匠谭志强

□本报记者 代娟 刘一宁

“这可是一枚只有 50年以上党
龄的党员才有资格拥有的纪念章，感
谢您为党作出的贡献……”7月 5日
上午，在新乡市召开的全省农村基层
党建工作推进会刚结束，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夏杰就特意看望了74岁
的卫辉市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并
为其颁发了我省首次为表彰50年党
龄以上老党员而制作的中原先锋“七
一”纪念章。

尽管只是在会议室旁边的休息
室，佩戴仪式没那么正式，但当夏杰
起身拿起纪念章为其佩戴并整理衣
领的那一刻，一生领奖无数的吴金
印，却拘谨地站直了身子，手笔直地
贴在身体两侧，像个初次接受颁奖的
年轻人。

入党56年来，吴金印扎根基层，
先后在卫辉市狮豹头乡、李源屯乡、
唐庄镇任党委书记。他干一处响一

处，走一路富一路，被誉为“乡镇党委
书记的榜样”，先后荣获“全国百名人
民好公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衡量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

只有一条，那就是为群众办好事、办
实事。”抚摸着胸前的纪念章，吴金印
激动地说，“无论工作上生活上，我从
没忘记党员这个第一身份。”

“这枚纪念章是荣誉，更是沉甸
甸的责任。”吴金印说，“我17岁参加
工作，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有56年
的党龄。这几十年一直在农村工作，
对农民最有感情、对农村最有感情。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为党、为群众
干到最后一天！”

夏杰握着吴金印的手说：“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大会上指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我们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
进。”③5

“纪念章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七一””重要讲话精神重要讲话精神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学党章党规 学系列讲话 做合格党员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7月5日，
省委政法委机关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暨“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省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吴天君围绕“坚守信仰坚
定理想坚持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主题为机
关全体党员干部讲党课。

吴天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
斗争的政治宣言，是党的重要理论创
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
丰富和发展，是指引我们党奋力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
件。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讲话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坚守信仰，坚定理想，坚

持“四个自信”，增强“四种意识”，高举
旗帜，凝神聚力，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吴天君强调，政法机关在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
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政法机关的根本
属性和职责使命，坚持政法工作正确
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改革导向，时
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自觉，始终保
持政法机关的政治本色。要扎实开
展好“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坚守“忠诚干净担当”，
忠实践行党的宗旨、时刻严守党的纪
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保持高尚精
神追求，不断增强勇于担当的意识和
善于担当的能力，切实履行好维护社
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
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当好党
和人民的忠诚卫士。③5

吴天君在省委政法委机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

坚守信仰坚定理想坚持自信
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政法干部

7月 2日，孟州市民在滨河公园雨中
赏荷。以前，这条老蟒河污水横流。而如
今，该市完成投资 9600万元，治理河道
3000米，把这里建成了绿波荡漾的滨河
公园。⑨2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昔日污水河
今朝绿波园

谭志强在生产车间里调试机器。⑨1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7月 5日
晚，作为我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优秀现
代戏展演剧目，由河南小皇后豫剧团
创排的《铡刀下的红梅》在省人民会
堂上演。

刘胡兰，一个闪耀着光辉的名
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毛泽东
对她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的高度评
价。《铡刀下的红梅》讲述了1947年，
军阀阎锡山的部队突然袭击云周西
村，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在
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面对敌人的
铡刀像一株傲雪的红梅迎风绽放，壮

烈牺牲，时年不满 15周岁。此剧由
中国戏剧二度梅花奖获得者、“豫剧
小皇后”王红丽主演刘胡兰一角。

在演出现场，当台上刘胡兰大
义凛然地喊出“怕死不当共产党”
时，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现场
观众被刘胡兰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
定信念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所震
撼。“今天观看这部剧，再次被刘胡
兰的英雄事迹深深地感动。作为共
产党员，我们要像刘胡兰一样有坚
定信仰，敢于为了人民事业付出一
切。”演出结束时，许多党员干部纷
纷表示。③4

《铡刀下的红梅》演绎红色经典

（上接第一版）谢伏瞻还叮嘱帮扶干
部，动员对口帮扶单位的党员干部，带
着爱心到贫困户家有针对性地开展义
务劳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谢伏瞻还看望慰问了中央办公
厅驻光山县帮扶干部。

在方洼村村委会召开的座谈会
上，谢伏瞻与信阳市和光山县、新县、
商城县、淮滨县的主要负责同志以及
驻村帮扶干部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

对脱贫工作的意见建议，了解工作中
的困难问题。谢伏瞻说，信阳是革命
老区，也是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责任
重大，今天与大家座谈交流，既是了解
情况、研究工作，也是交心谈话、统一
思想。

谢伏瞻强调，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 年如期全部脱贫，是我们党向
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

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各级党
委、政府的职责所在。要提高思想认
识，把脱贫攻坚当成头等大事，提振
精神，心无旁骛，认真做好各项工
作。要真抓实做，结合本地实际，抓
好中央和省里关于脱贫攻坚各项决
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脱贫工
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要统筹兼顾，
把脱贫攻坚和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
展、反腐倡廉等各项工作同部署、同

安排、同推进、同督查，全面推进各项
工作。脱贫攻坚根本上还要依靠发
展，信阳工业基础薄弱，要以工业化、
城镇化为引领，通过招商引资、发展
民营经济，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为
脱贫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谢伏瞻还考察了浉河区金牛物流
产业集聚区、平桥区公共实训基地。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文慧参
加调研。③4

认真贯彻落实脱贫攻坚决策部署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

（上接第一版）实施搬迁扶贫时，将
迁建地安排在城市近郊或开发区等
大量需要劳动力的地方，以实现稳
定就业、稳定脱贫。王爱常委代表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建议，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生态
保护扶贫长效机制。崔秉哲委员代
表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提出，
加强定点扶贫工作要与抓好地方基
层组织建设紧密结合，提高精准扶
贫成效。岳会明常委代表省政协民
族和宗教委员会建议，大力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助推少数民族和民族
聚居地区脱贫攻坚。邹文珠常委代
表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建

议，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突出特色，
加大旅游扶贫招商引资力度。喻新
安常委代表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
会建议，加大资金、人才支持力度，
发展地方特色优势产业，推动革命
老区精准脱贫。

会议听取了省政协常委视察团
关于“促进河南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健
康发展”视察情况的报告、有关人事
事项草案的说明，印发了《政协河南
省委员会委员履职工作规则（试行）》
草案及起草情况的说明。

下午，与会省政协常委集体观看
了警示教育片《镜鉴》，并就会议各项
议题进行了分组讨论和审议。③4

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议政建言

（上接第一版）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
环节，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
核心作用，创新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
设置，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书
记，从严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持
续整顿农村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不
断加大基层基础保障力度，全面提升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夏杰强调，要落实党建责任，发

挥乡镇作用，加强统筹协调，督促检
查指导，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
彩奠定坚实基础。

省直有关单位，各省辖市、省直
管县（市）组织部门、民政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会议期间，现场观摩了
新乡市农村基层党建先进典型，有关
单位进行了交流发言。③4

深化认识 抓好关键 强化责任
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