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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更生动

洛阳争当全省创新发展排头兵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9 月 26
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刘满仓、蒋
笃运、储亚平、王保存、段喜中和秘书
长张启生出席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当天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听取关于《河南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条例（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法〉细则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河南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工
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关于《洛
阳市旅游条例（修订）》《许昌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三门峡市城
市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信阳市传统村

落保护条例》的说明，全省县乡两级人
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
（草案）的说明，重新确定开封市龙亭
区、周口市川汇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开展第七
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的
说明，环境保护法贯彻实施情况三级
联动执法检查的有关报告，省人民政
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情况的专项工作
报告，人事任免事项的介绍等。

按照日程安排，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
对以上议程进行逐项审议。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补选十二届
全国人大代表办法，并听取了关于补
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
的说明。

副省长张广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张立勇列席第一次全体会议。③7

□本报记者 王亚明 张华军
田宜龙 孙勇

有人说，洛阳就像一部博大精深
的经典巨著，她的厚重底蕴使人流连
忘返；有人说，洛阳好比一幅韵味无
穷的山水画卷，她的雍容美丽令人叹
为观止；也有人说，洛阳恰似一首波
澜壮阔的雄浑交响，她的创新活力让
人振奋点赞……

中秋之夜，我国发射的天宫二号
沐浴着皎洁月光，在长征二号运载火
箭的托举下，成功踏上太空之旅。这
是洛阳“智造”成功参与国家尖端工
程的最新例证。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从国产大飞机C919，到疾驰的高铁；
从神舟遨游，到蛟龙探海；从“墨子
号”量子卫星的星地“对话”，到天宫
二号顺利发射……洛阳创新创造的
元素，在这些重大“国字号”工程中熠
熠闪耀。

创新，让洛阳这一老工业基地，
焕发出勃勃生机。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

随着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两
个富含“创新”要素的国家战略先后
获批，洛阳又站在了加快发展的“风
口”上。

“这是继国家‘一五’时期156项
重点工程在洛阳布局7个项目以来，
洛阳迎来的又一次历史性重大机
遇。”副省长、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
洛阳要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提出
的“创新发展上争当排头兵，争做郑
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领头羊”
要求，建成中原经济区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高地，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原创新创业中
心，为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

大贡献，关键在于全面激活创新这一
最大动力源。

今年年初，洛阳市提出了以五大
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新发展体系为支
撑，加快构建现代创新等九大体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扎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9+2”工作布局，着
力实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城镇化
水平和生态文明程度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科技创新能力更强，巩固提升
中原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地位、在全省

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四高一
强一率先”奋斗目标，不断开创发展
新境界，奋力拼出一片新天地。

在洛阳“9+2”工作布局中，现代
创新体系位居九大体系之首，而“科
技创新能力更强”是洛阳重中之重的
奋斗目标。

“如果把天上的天宫号比做风筝，
通信测控系统就像控制风筝的线，它
在天上的飞行状态等每个动作都要靠
通信测控系统来控制。”（下转第五版）

李克强在古巴体验宇通客车

□组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干部选拔任

用要严格把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

顺利完成省辖市党委换届工作，需要坚

持从严管理干部，把防止“带病提拔”

“带病提名”作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

重要前提，切实把好干部选用的政治关、

作风关、能力关、廉洁关。

打牢深入了解、综合研判这个基

础。防止“带病提拔”“带病提名”，首先

要全面考察干部、精准识别干部。省委

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掌握干部的

德才表现、重要情况和群众口碑，注重了

解在重大事件、重要关头、关键时刻的表

现。通过建好用好干部考核信息库，依

据纪检监察、审计、信访、巡视、督导等执

纪监督方面信息，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切

实防止识人不准、用人失察。实践表明，

通过历史全面客观地考量干部，进行立

体透视、切片化验和会诊辨析、筛查甄

别，才能有效识别干部是否带有政治病、

廉洁病、作风病、身份病等病症。

把握监督检查、审核把关这个关

键。如果“关”没把住，让“带病”干部得到

提拔重用，就会损害干部选拔任用的公信

力；如果“关”没把好，把受诬告、诽谤、陷

害的干部“拒之门外”，就会挫伤干部积极

性。省委对换届人事安排坚持先定规矩

后议人选，以事择人、按岗选人，打出任前

把关“组合拳”，做到干部档案“凡提必

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凡提必核”，纪检

监察机关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违纪

问题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凡

提必查”，巡视巡察结果“凡提必用”。坚

持动议即审、应核早核、全程审核，换届

考察启动前预先进行廉政审核，考察中

由省辖市党委对换届人选廉洁自律情况

作出结论性评价，考察结束后再度开展

廉政审核，对有疑点的干部暂缓提拔重

用。下步工作中，要始终坚持从严把关要

求，真正让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得到提

拔重用，让投机钻营的“带病”干部付出代

价，构筑起有效管用的“防火墙”。

抓住严明责任、问责追究这个根

本。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

究。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带病提名”，

各级党委（党组）及相关部门责无旁贷，党

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负第一责任，

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

接责任和监督责任。省委切实加强监督

检查、问题倒查和事后追责，认真落实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纪实等监督制度，强

调对领导不力、把关不严、考察不准、核查

不认真，甚至故意隐瞒、执意使用，造成干

部“带病提拔”“带病提名”的，严肃问责追

责，倒逼选人用人责任落实到位。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这次换届为严把干部选拔任用关

积累了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需要我们

认真总结、深化拓展，以最坚决的态度、

最果断的措施刷新吏治，准确识别、坚决

挡住那些在政治品质、道德品行、廉洁自

律等方面“带病”的干部。1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9 月 26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在郑州会见了以民政部部长
李立国为组长的国务院第三次大督
查第十一督查组一行。

谢伏瞻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对
国务院督查组一行来豫督查、指导工
作表示欢迎，对国务院各部委长期以
来给予河南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
感谢，并简要介绍了今年以来河南省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谢伏瞻说，国务
院开展的第三次大督查，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强督查工作指示
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充分体现了党
中央、国务院真抓实做、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体现了对河南工作的重视
与厚爱，也为我们提供了查找问题、
改进工作的难得机遇。我们将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端正态
度、摆正位置，主动接受督查，积极配
合督查，客观公正反映情况，深入具

体查找问题，认真按照督查组提出的
意见建议，改进问题不足，加强薄弱
环节，切实做到边查边改、立查立改，
推动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
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确保中央政
令畅通，把河南的事情办好，让党中
央、国务院放心。

李立国介绍了此次督查的主要
目的、重点内容和总体安排，向省委、
省政府对此次督查的支持配合表示
感谢。他说，近年来，河南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政方针和各项
决策部署，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创新驱动
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督查
组将按照国务院要求，扎实开展督查
工作，深入了解实情，总结经验做法，
提出意见建议，助推河南改革发展。

督查组副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
长刘小明，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
文慧，副省长张广智参加会见。③4

本报讯（记者 屈芳）金秋的鄢
陵，如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花木盛
事。9月26日上午，以“魅力花都·绿
色家园”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中国·中
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在细雨中开幕。

省长陈润儿宣布开幕。国家林业
局局长张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
治部副主任刘永治、省军区司令员卢长
健、副省长王铁、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
共同启动开幕装置。来自海内外的千余
家企业、5000余名客商共赴花都之约。

开幕式后，陈润儿等领导察看了
花博会的主会场花木交易博览园，并
赴花博会展览交易区中原花木交易
市场、鄢陵鲜切花龙头企业建业绿色

基地等实地考察。
本届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由省

林业厅、省农业厅、省旅游局、许昌市
人民政府、省花卉协会承办。自
2001年起，中原花木交易博览会已
经走过了16年的历程，规格、规模和
水平不断提升，综合效益显著增强。

16年来，当地花木产品不断更新
换代，产业链条逐步完善，花木惠农
成效明显，花木销售范围不断拓展，
花博会从最初的区域性交易展会，发
展成为立足中原、辐射全国、面向世
界的花事盛会，也日益成为许昌乃至
河南的一张亮丽名片。

（下转第三版）

洛河湿地美景。⑨6 张晓理 摄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召开
谢伏瞻主持会议

谢伏瞻会见国务院
第十一督查组一行

第十六届中国·中原
花木交易博览会开幕
陈润儿宣布开幕

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提名”
——做好省辖市党委换届工作之四

习近平在火箭军机关视察时强调

牢记历史使命 提升战略能力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3│要闻

本报讯（记者王小萍 成利军）9
月 25日，广西的游戏玩家黎平在网
游《龙啸天下》中激战的同时，也深
深陶醉于游戏中济源市王屋山、五
龙口等自然美景。“与腾讯跨界合
作，将市域 7大景区植入游戏，玩家
通过游戏即可了解到济源山水名
景，且游戏的玄幻题材也与济源创
世神话高度契合。”济源市旅游局局

长许东方说，“这是互联网+旅游创
意营销的一种探索。围绕打响全域
旅游新品牌，我们还进行了立体营
销、精准营销、节庆营销、区域营销
等多种有益尝试。”

9月22日，昆明游客张娟刚步入郑
州机场T2航站楼出站廊道，就被精美
的济源山水灯箱广告深深吸引。济源
市旅游局的杨坤介绍，（下转第六版）

创意营销打响“济源旅游”新品牌

本报讯（记者 刘勰）日前，省委发
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认
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辽宁拉票
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
报》精神，充分认识辽宁拉票贿选案的
严重危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和省委要求上来，站在全面从严
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严格落实
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严明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加大违纪违法行为查处
问责力度，加强换届风气监督，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让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坚强保证。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辽宁拉

票贿选案查处情况及其教训警示的通
报》，通报了对在辽宁省委换届、省人大
常委会换届以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
存在严重拉票贿选问题的查处情况，深
刻分析了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要求各
级党委（党组）深刻吸取案件教训，认真
落实党中央有关换届选举的各项部署
和要求，严肃换届纪律，严格党内生活，
努力构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省委高度重视学习贯彻通报精神，省委
主要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
党委(党组)认真传达贯彻通报精神。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
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使命所系。

通知指出，对辽宁拉票贿选案暴露出
来的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等严重问题，各级党
委（党组）必须高度警醒、引以为戒。
要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推动从严治党从宽松
软走向严紧硬。各级党委（党组）书记
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对本地
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
成长负责。各级纪委要强化执纪问
责，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做到有
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

管党治党要靠党章党规党纪，必
须让党纪国法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

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以
党的六项纪律来衡量党员、干部的行
为，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
小、动辄则咎，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落到实处。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
手要做到自身廉洁，敢管敢严，真管真
严，长管长严。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坚持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
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增强
政治警觉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绷紧政
治纪律这根弦，（下转第三版）

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辽宁拉票贿选案通报精神

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