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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主动融入“一带一路”，

不断提升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节

点城市的辐射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经

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稳中有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据悉，中原银行洛阳分行是中原

银行成立以后设立的第17家分行，也

是中原银行覆盖全省战略布局的收官

之战，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在

当天的活动现场，中原银行与洛阳市

政府签署了《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战略

合作协议》。中原银行洛阳分行还与

洛阳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洛

阳市新区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洛

阳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河

洛新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一拖

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佳嘉乐农产品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签署了《银企授信合作协议》。

“中原银行洛阳分行成立以后，将

紧紧围绕‘巩固提升洛阳中原城市群副

中心城市’这一战略定位，结合区域金

融需求，在城镇化建设、公用事业建设、

支柱产业发展、财政性资金管理等领域

开展密切合作，创新提供特色化、差异

化、多元化和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未

来三年将累计提供不低于300亿元的

融资支持，并将持续拓展合作的宽度、

深度和精度，助推洛阳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优化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和重大项

目建设。”中原银行董事长窦荣兴表示。

成立近两年来，中原银行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将中原银行办成

一流商业银行”的发展目标，基于“贴近

市民、服务小微、支持‘三农’，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市场定位，勇挑省级本土

化银行的责任与担当，积极践行“传统

业务做特色、创新业务找突破、未来银

行求领先”的三大发展战略，不断提升

金融创新和服务能力，加大对省内重点

区域、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

了自身快速稳健发展。

截至10月末，中原银行资产总额

3768亿元，较年初增加755亿元，增幅

25.1%，高于全省平均增速12.6个百分

点；自营存款余额 2583亿元，比年初

增加554亿元，增幅27.3%，高于全省

平均增速14.4个百分点；各项贷款余

额1658亿元，比年初增加310亿元，增

幅23.0%，高于全省平均增速8.4个百

分点。同时，连续获得中国银监会2C

级监管评级，受到各级监管部门的肯

定。在2016年英国《银行家》杂志公

布的“世界1000家银行排名”中，中原

银行以50.92亿美元的一级资本位列

第210位，较去年提升了15个位次，在

国内上榜的全部119家银行和73家城

商行中分别位居第31位和第9位。

中原银行在洛阳设立第17家分行
正式实现全省范围内金融服务全覆盖

本报讯（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
者 孙静）“你下载金水河客户端答题了
吗？”近期，这句话已刷爆河南大学生的朋
友圈。11月28日，圆满完成竞赛及评选环
节后，“出彩河南·党建知识竞赛”颁奖典礼
在河南工业大学举行。

为引导广大师生认真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定当代大学生紧跟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迎接省第
十次党代会的召开，共青团河南省委、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河南省学生联合会在全省高校
联合举办了“出彩河南·党建知识竞赛”活动。

10月 12日至11月 12日，竞赛在全省
129所高校同时展开，180万名大学生受邀
参与。其间，超过25万名青年师生下载并
登录金水河客户端参与线上答题，答题次
数超30万次。

拿起手机就能答题、边答题边学习党建
知识，这种竞赛形式在大学生中引发强烈反
响。河南工业大学彭靖蕴同学参赛后表示：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知识储备的较量，它让
我们更加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的发
展史，提醒我们大学生要关注国家发展，关
注政治，也让我们在思想上与党更加接近。”

记者从主办方了解到，该活动共设置
特等奖、一二三等奖、院校组织奖等若干奖
项，通过评选，共有近1200名同学及30所
高校获奖。颁奖典礼现场，共青团河南省
委、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工业大学的相
关领导向获奖学生及院校代表颁发了荣誉
证书和奖品。

主办方提醒特等奖及一二等奖获奖人
员，请于12月15日前前往河南日报报业大
厦 2010 房间领取荣誉证书，联系电话
0371-61739673。③7

180万大学生请注意

“出彩河南·党建知识竞赛”喊你来领奖

本报讯（记者 冯芸）11月28日，中
宣部、中央文明办召开“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电视电话会议，就落实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关于推动移
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风的工作意见》，突
出美丽乡村建设，切实加强移风易俗、
遏制农村陋习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在河南分会场收看电视电话会
议之后，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指出，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是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是顺应群众期
盼的需要。各地各部门要以这次会
议精神为指导，扎实推动农村移风易
俗工作，树立文明乡风民风，为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坚实的思想保
证和精神动力。

赵素萍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
组织学习传达会议精神，深刻领会精
神实质，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
的部署要求上来，以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下大力气做
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大力加强乡风
民风建设，不断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
度。要抓紧落实工作要求，对照文件
精神和领导讲话要求，拿出具体可行
的落实方案，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突破，创造新的实践经验和
工作亮点。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把移风易俗工作纳入工作
总体安排；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发
挥好职能作用，注重协作配合，特别是
各级新闻宣传部门要把好舆论导向
关，大力弘扬正气新风，引领向上向善
的社会风尚；要加强工作指导，发动群
众参与，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力支持，
持之以恒地抓好、抓紧、抓实，推动农村
移风易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

省直有关部门和主要新闻单位负
责同志在省分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辖
市、县（市）区设分会场收听收看。③7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王胜辉

11月26日上午9时，临颍县固厢
乡小师村社区礼堂门口，依次排列着10
个纵队，分别对应着“顶天立地”“天地
正气”等招牌。这是该县第八期全民守
礼培训班正在举行开班动员仪式。

“我们村是县里确定的传统文化
培训基地，今年举办的8期培训约有
3000人参加。”作为活动的承办方，
小师村党总支书记师干杰说。

小师村位于临颍县城北，2013年
下半年大部分人搬进了新社区居住，
新社区内学校、医院、老年公寓、文化
广场等一应俱全。物质条件好了，如
何提升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县
委宣传部的倡导下，村里打造了集培
训、食宿于一体的小师社区传统文化
培训中心，致力于通过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漫步小师社区，“只感恩不抱怨”
“只恭敬不傲慢”等标语口号随处可
见。“培训的核心内容是引导大家崇德
守礼，在感恩和恭敬中收获快乐、幸

福。”师干杰介绍，全村的党员、村组干
部还有部分群众参加了培训。一开始
有人认为是走形式，但参加培训后都很
受触动。例如，不少人认为自己对父母
已经很孝顺了，学习后才意识到孝顺父
母不仅仅是让老人有吃有穿，还要跟老
人多说说话，让老人心里舒坦。

“通过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村里
迅速掀起了全民守礼的热潮，婆媳关
系普遍改善了，村民更加尊老爱幼，
幸福感更多了。”师干杰总结道。

初尝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甜头，师
干杰有了更多的想法：“省党代会提出
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全国重要的文化
高地。现在我们村里生态农业势头良
好，下一步，我们将借用良好的生态环
境，从教育培训入手，力争将小师基地
打造成一个集教育培训、休闲旅游、医
养结合于一体的文化经济强村。”③7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童浩麟）11
月22日至27日，中央党校第9期县委
书记研修班200名学员来河南参加体
验式教学。这是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
修班第8次到我省接受党性教育。

中央党校进修部正局级组织员郭
焕永在开班致辞中表示，林州和兰考分
别是红旗渠精神和焦裕禄精神的发祥
地，来这里开展体验式教学是中央党
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党性教育必修课的
重要内容。希望学员们珍惜难得的学
习机会，静下心，认真学，通过现场体验
和集中教学，深刻把握红旗渠精神和
焦裕禄精神的实质要义、核心内涵和时
代价值，进一步增强党性和宗旨意识，
努力成为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在河南参加体验式教学期间，研
修班的学员们赴红旗渠纪念馆、焦裕
禄同志纪念馆、黄河故道东坝头、“焦
桐”树下进行现场教学。在焦裕禄纪

念园拜谒焦陵；到红旗渠青年洞、焦裕
禄总结防风治沙办法的发源地张庄开
展体验式教学，亲身感受半个世纪前
林州人修建红旗渠、兰考百姓根治“三
害”的感人场景；观看专题访谈片《巍
峨山碑·杨贵篇》《我眼中的焦裕禄》，
与红旗渠劳模任羊成、李改云以及当
年参与防风治沙的兰考群众代表互动
交流，聆听撼人心魄的动人故事。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次体验式教
学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红旗渠精神和焦
裕禄精神的伟大魅力，是一次很好的
精神荡涤和党性洗礼，回去后一定要
深学细照笃行这两种精神，切实把传
承和弘扬这两种精神落实到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过程
中，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脱贫攻
坚的实践中，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标杆
意识、表率意识、自律意识，争做县域
经济改革发展的排头兵。③6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陈栋梁）“请问：十八届六中全会
提出，党内政治生活积极健康的
重要基础是什么？”“党内民主。
回答完毕！”…… 11 月 25 日下
午，安阳市殷都区政府南三楼礼
堂内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这里正
在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暨阅
党报知识竞赛。

台上，来自该区政法系统、教
育系统、水利系统以及区直部门
共 8 个代表队 24 名选手角逐激
烈。台下，来自该区各文明单位、
乡镇（街道办事处）300余人踊跃
参与。

该竞赛仲裁委成员秦广玉
说，竞赛的试题主要来自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近期党报

党刊内容。竞赛设必答题、抢答
题和风险题三个环节，台下观众
也可以补充回答。

“目前党报党刊征订工作正
在紧张进行，为了激励广大党员
干部读党报党刊订党报党刊，我
们专门筹备了此次活动。”殷都区
委宣传部部长师君芳说，举办该
活动旨在推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
的常态化、制度化，同时，也让党
员干部通过读党报来提高自己的
思想境界、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
党性修养。

参加此次活动的安阳市第二
十五中学教师李振国表示：“活动
形式新颖，试题内容丰富。这让
我们明白了党报永远是我们的精
神大餐，看党报永不过时。”③4

创新形式方式 宣传党报党刊

殷都区举办阅党报知识竞赛

全民守礼，让生活更美好

赵素萍在“推动移风易俗 树立文明乡
风”电视电话会议河南分会场上强调

领会精神实质 抓好贯彻落实
扎实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长效开展

中央党校第9期县委书记
研修班来豫体验式教学

师干杰（右二）与参加培训的学员和志愿者进行交流⑨7 郭海方 王胜辉 摄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影报道

位于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日月湖由昔日
的沼泽地改造而来，是商丘引黄调蓄、灌溉补源、生态
观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目前，总投资4.4亿
元的日月湖湖体景观已全面建成，水域面积1440亩，
提高了城市防洪能力，改善了城市生态环境。⑨7▼

日月湖湖体景观已全面建成
▶11月28日，市民在湖边拍照

昔日沼泽地 今朝生态湖

11月 27日，
施工人员正在濮阳
市中石化中原油田
石油化工总厂国V
汽油升级改造项
目 现 场 进 行 测
量。该项目采用
国V汽油，大大减
少了汽车尾气排
放，对改善空气质
量起到了良好效
果。⑨6 仝江 摄

加压奋进 积极作为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上接第一版)要求在建工程项目要
严格落实建筑扬尘治理各项要求，努
力把PM10降下来，坚决打赢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

鹤壁市是全国首批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市，开建项目 110个，完工项目
30个。在桃园公园示范点，谢伏瞻
察看透水混凝土等透水材料设计展
示，了解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和项目类
别。他叮嘱要搞好海绵城市试点，建
设好样板工程，发挥好示范、科普、宣
传作用，探索城市绿色发展新途径。

淇县扶贫搬迁安置小区规划建

设安置住房 5026 套，年底前首批
840多户贫困户将搬进新居。谢伏
瞻详细了解配套设施、就业安置等
情况，走进安置房，察看户型设计。
他叮嘱要完善好社区公共服务设
施，解决好贫困户就近就业问题，确
保大家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非
贫困县也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
事，做细做实“精准”文章，确保圆满
完成脱贫任务。

谢伏瞻还考察了河南飞天农业
精深加工项目和朝歌文化园。

省委秘书长李文慧参加调研。③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