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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提升防范应对风险挑战的水平
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
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对各种矛
盾问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为党的十九大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5│天下

□本报记者 刘勰 高超
本报通讯员 王雨

“激浊扬清惩腐恶，廉洁新风扑面
来。”刚刚过去的2016年，省纪委在中
央纪委和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把握政
治方向，强化使命担当，聚焦主业主
责，推进巡视巡察，运用“四种形态”，
加强队伍建设，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提供了坚强保证。

狠抓作风建设
严守八项规定精神

曾几何时，家住郑州郑东新区某
高档小区的范大爷一提起对门邻居就
来气：对门改成了私人会所，一到晚上
就有公职人员披着“隐身衣”来此觥筹
交错，大声喧哗，既扰民，又败坏了干
部形象。“现在好了，管得严没人敢来，
会所开不下去就关门了。”

范大爷心情的改变缘于党风政风
的好转。过去的一年，我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持续以“舌尖上的浪费”“会
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为切入

点，驰而不息正风肃纪，推动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
七次全会上指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坚定不
移做好工作。一年来，省纪委抓重要
节点、抓手段创新、抓明察暗访、抓通
报曝光，在全省营造紧盯不放、寸土不
让的高压氛围。在“五一”、端午、国
庆、元旦等节日期间，加强监督检查，
仅去年“五一”期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共抽调 3108 人，组成 1069 个检
查组，对 2606家行政事业单位、5160
家茶馆、酒店、休闲娱乐中心、商场等
场所进行了明察暗访。去年7月，省纪
委又组织28个检查组，对全省28个省
辖市、省直管县（市）的 112个单位进
行了专项督查，共发现问题线索 573
条，处理262人，其中处级干部48人，
科级干部125人，科级以下干部89人。

正是这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坚
守，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释
放出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
2016年，全省共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3775起、处理5258人，其中党

纪政纪处分 4332人。省纪委通报曝
光典型案例 30批 121起 171人，涉及
省管干部15人。

广大党员干部也由衷地表示，省
纪委严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落实，
这既是严管，更是厚爱，是让党员领导
干部远离腐败的温床，从而守住守好
纪律的底线。

坚持纪挺法前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党
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

一年来，省纪委正确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
真真切切地从咬耳出汗、红脸扯袖做
起，把纪律和规矩挺到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

去年有一段时间，周口市的一名
公职人员很少回家吃饭，家人反映给
了纪委，纪委对其进行谈话，严肃认真
地指出问题，（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1 月 12
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
会，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通报2016年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情况，听取大家的意见和
建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谢伏瞻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邓凯、翁杰明、任正晓、陶明伦、
穆为民、史济春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民革省委主委李英
杰、民盟省委专职副主委柳锋波、民
建省委主委龚立群、九三学社省委主
委张亚忠、农工党省委主委高体健、
民进省委主委张震宇、致公党省委筹
委会主委王鹏杰、省工商联主席梁
静、无党派人士代表胡汉阳先后发
言。他们对去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的
成绩表示赞赏，一致赞同中共河南省
委对今年工作的总体部署，并分别就
有关方面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谢伏瞻说，一
年来，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
人士认真履职尽责，积极投身经济建
设、服务改革开放、助力民生改善、参
与扶贫开发，凝心聚力、开拓创新，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谢伏瞻说，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

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工作，意义十分重大。希
望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
牢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优势、积极作
为，我们共同把河南的各项工作做得更
好、把各项事业推向前进，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一要坚持正确方向，巩固共同思想
政治基础。不断增强政治定力、政治敏
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把坚决拥护习近平
总书记的核心地位作为第一位的政治纪
律，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同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实践活动、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
活动的开展紧密结合起来，做好各自成
员和所联系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二要发挥独特优势，为决胜全面小
康、让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自觉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河南省委各项
决策部署上来，坚持发展第一要务，找
准结合点，发挥好联系广泛、智力密集、
资源丰富等优势，积极做好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各项
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各方面工作再上新台阶。

三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地肩负
起新形势下参政议政的历史使命。着
力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和解决
自身问题的能力，推动作风建设常态
长效，切实加强廉政建设和内部监督，
共同推动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

谢伏瞻最后说，中共河南省委将
一如既往地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
一步建立健全合作机制，畅通联系沟
通渠道。各级党委要虚心接受党外
人士的监督，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依照章程开展工作，为他们参政议
政、履行职能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各级统战部门要尽心尽力架起“连心
桥”，尽职尽责当好“娘家人”，努力使
统战干部成为党外人士之友、统战部
门成为党外人士之家。③7

本报讯（记者 屈芳 冯芸）1月11
日至12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学习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省委十届二次
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回顾
总结2016年“三农”工作，分析当前农
业农村形势，安排部署2017年农业农
村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
省委副书记邓凯出席并讲话。

陈润儿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2016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取得的成
绩。他指出，河南作为农业大省，农
村大局的和谐稳定、农村事业的蓬勃
发展、农业生产的平稳增长，为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

“压舱石”作用。今年农业农村形势
仍然复杂严峻，但机遇与挑战并存。
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新发展
理念下做好“三农”工作，必须将“增
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作为全
年工作中心，突出“调整优化农业结
构，提高质量效益”“深化农村配套改
革，增强发展活力”这两个重点，大力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农民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
体。”陈润儿说，无论是从解决当前农

业生产突出问题，还是从发展农业生
产根本目的、影响农民增收持续动力
来看，通过保障有效供给增加农民收
入，都是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陈润儿强调，抓住“一个中心”、
突出“两个重点”，其关键立足于

“调”，途径是深化改革。新形势下，
河南农业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的短板
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农业土地利用
率、农村劳动生产率、农业资源转化
率的三个“不够高”，其中加工能力
弱、产业链条短、增值比例低的问题
尤为突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是适应市
场需求、提高供给质量的需要，是延
长产业链条、促进资源转化的需要，
是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劳动效率的需
要，是缓解环境制约、实现持续发展
的需要。

陈润儿要求，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首先要明晰方向。要围绕保障粮食
安全、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调整优化结构，破解发展难题。其次
要把握重点。总体要求是调优种养

结构，调强加工能力，调大经营规模，
调长产业链条。特别在调优种养结构
上，要着力从发展大宗普通农产品向
发展优质小麦、优质花生、优质草畜、
优质瓜果的“四优”转变，更好发挥比
较优势，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第三
要统筹实施。要因地制宜推进“四化”
即布局区域化、经营规模化、生产标准
化、发展产业化，下大力气解决目前的
分散经营、粗放管理、低端加工问题，
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陈润儿强调，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要深化农业
改革，突出抓好农村土地的“三权分
置”，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
发农村活力动力。要调动农民积极
性，积极探索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
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村金融保
险体系、农业产品流通体系。他特别
指出，农业部门的同志要跳出过去

“抓种不抓销”的传统思维，既要抓生
产，又要抓销售；既要会生产，又要会
销售，尽快从生产导向转到需求导向
上来，切实根据需求变化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 宋敏）1 月 12日，
记者从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过去的一年，我省就业创
业、社会保障等领域工作亮点频现，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其中，全年
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29.92亿元，
累计发放861.22亿元，居全国第一。

就业是民生之本。2016年，我省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
政策，全省就业规模持续扩大，主要就
业指标超额完成。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45.1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48.02万
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19.19 万
人 ，分 别 完 成 任 务 的 145.1% 、
137.2%、159.94%。城镇登记失业率
控制在3%以内。

去年，我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62万人，其中有九成以上在省内就
业，转移就业总量达到2876万人。对
于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贫困人
口，我省通过建档立卡识别、免费技能培
训、拓宽转移渠道等多种形式，帮助

44.83万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
“政府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不但帮

助办理了贴息贷款、减免了税费，还在
用人用工、房屋租用等方面提供后勤保
障。在家能当老板，为啥还要抛家舍业
去外地打工？”出生于鹿邑县农村的90
后安思雨说，他曾在北京求职，后来意识
到农村汽车销售市场蕴含的巨大机遇而
返乡创业。从离乡求发展，到返乡谋创
业，安思雨创建的路德宝5S 旗舰店年
销售收入达1.2亿元，（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冠星）1月12日，
全省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会议在郑州召
开。记者从会上获悉，2017年，我省将
围绕“放管服”改革主线，持续深化商
事制度改革，进一步营造宽松平等的
准入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优质
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
境，倾力服务我省自贸区建设。

2016年，我省把商事制度改革作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把
改善市场准入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

市场消费环境作为供给需求两端发力
的重要着力点，充分激发了市场活力
和创造力。截至当年12月底，全省市
场主体总量达到427万户，居全国第
五位、中部六省第一位，创业企业数量
和创业人数均居中部六省首位，千人
拥有市场主体数量达到39户。

去年建成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河南）”，顺利对接“全国一张
网”，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信用体系
建设搭建了新平台。目前，46个部门已

同省工商局实现了涉企信息共享和联
合惩戒。截至2016年12月底，累计录
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47.4万条、经营异
常名录市场主体 28.25万户，3031个

“老赖”被限制法定代表人资格。
今年，全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

着力推进四大重点任务：
推进工商登记便利化，营造宽松

平等的准入环境。在“五证合一”“两
证整合”基础上积极推进“多证合一”
改革，（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王映）1月 12日上午，在濮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上，宋殿宇当选为濮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当选后，宋殿宇进行
了宪法宣誓。③7

宋殿宇当选濮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河南省委召开
党外人士座谈会
通报2016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细数党风政风新变化
——2016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综述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陈润儿讲话

去年我省就业社保交上满意答卷
累计发放创业贷款额居全国首位

我省商事制度改革明确四大任务

□本报评论员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

战略全局的高度，充分肯定全面从严

治党取得的显著成效，明确提出今后

工作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为我们

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指明了奋斗方向，注入了

强大动力。

2016 年，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纪

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

署，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着

力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着力改进作风，

着力严明纪律，着力惩治腐败，党风政

风明显改善，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强，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

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

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

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但也要清醒认

识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

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

们要保持定力，再接再厉，以新的认识

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

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带领广大人

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骐骥一跃，

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反腐

倡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场

攻坚战、持久战，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

心，“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耐心，“功

成不必在我”的淡泊之心，发扬“钉钉

子”精神，坚持经常抓、抓经常，持续保

持遏制腐败高压态势，力度不减、节奏

不变，坚决减少腐败存量，重点遏制增

量，让正风反腐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中见常态、见长效。

严字当头，实字托底。管党治党不

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真管真严、敢管

敢严、长管长严，抓住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这个根本，从严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对“四风”问题要露头就打、执纪必严，

对那些党的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

手的决不姑息，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

统一，坚持抓惩治和抓责任相统一，坚

持查找问题和深化改革相统一，坚持选

人用人和严格管理相统一，惩治群众身

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实实在在增

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步步深入，做深做细。“治乱存亡，

其 始 若 秋 毫 ，察 其 秋 毫 则 大 物 不 过

矣。”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从《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到《中国共产党党内

监督条例》，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

规超过 50部，省委印发了《中共河南省

委关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决定》。我们要标本兼治，善作善成，

切实抓好党内法规的贯彻执行，见物

见人见细节，从点滴抓起，从具体问题

管起，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

拉长耳朵、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及时

处置，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党的

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从严治党聚合力，风清气正谱新

篇。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让我

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

到底，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

下功夫，不断开创我省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新局面，坚决打赢反腐败这

场正义之战，营造河南政治生态上的绿

水青山，向党的十九大交上改进作风、严

明纪律、惩治腐败的优秀答卷。3

一张蓝图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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