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视觉新闻

02│要闻 2017年1月13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石可欣 归欣

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1月 12日，
全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在
郑州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宣部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座谈会精神，就
推进我省媒体深度融合工作进行了交
流研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
出席会议并讲话。

赵素萍指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的迫切要求，是适应当前媒体格局
和舆论生态变革的迫切要求，是做强
做大我省主流舆论阵地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全省各新闻单位积极探索融
合发展路径，主流媒体传播阵地得到
拓展，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要充分认识推进媒体深度融合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将
融合发展工作向纵深推进。

赵素萍要求，要明确推进媒体深
度融合的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省级

媒体要在实施移动媒体优先发展战略、
采编发流程再造、中央厨房建设等重点
领域、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
打造有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市、县
级媒体要积极探索本地媒体融合发展
之路，打造符合本地实际的融媒体平
台。各级媒体都要发挥内容生产优势，
打造核心品牌，构建全媒报道格局，全
面提升新型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

赵素萍强调，要尽快建立适应媒
体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
加快推进内部组织重构再造，完善运
行管理奖惩机制，有效引导现有人员
融合转型，持续加强全媒后备人才支
撑。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推进媒体
深度融合的组织领导和支持保障，加
大财政支持力度、形成政策保障体系，
打造具有河南特色的新型主流媒体，
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营
造良好的舆论氛围。③4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1月 12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春良、刘满仓
和秘书长张启生来到会场和驻地，检
查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准备工作。

在省人民会堂、紫荆山宾馆、豫财
宾馆、嵩山饭店、河南饭店，检查组来
到客房、会议室、餐厅、厨房操作间等
地，认真查看情况。目前，各驻地和会
场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检查组指出，省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和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一次重
要会议，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
大事，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开好这次
会议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使命感、责
任感。要精心周密组织，严谨细致地做
好各项工作，做到“百密而无一疏”；要
热情周到服务，为代表集中精力开好会
议营造良好氛围；要严格落实驻地和会
场的消防、卫生、安全等各项措施，确保
会议顺利、高效进行。③7

又讯（记者 刘亚辉）1月 12日，省
政协副主席史济春、秘书长郭俊民一
行到黄河迎宾馆、山河宾馆、大河锦江
饭店等委员驻地，检查省政协十一届
五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

检查组一行听取情况介绍，并实
地查看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医疗防
疫、设备检修等准备工作。驻地、会场
布置简洁温馨，工作人员精神饱满，各
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检查组强调，今年是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之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省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有关
部门要讲大局、讲原则，以强烈的责任
感做好会议的服务保障、安全保卫等工
作。要细化方案，做到零缺陷、零差错，
确保各项工作无缝对接，不出任何纰
漏。全体工作人员要忠于职守，集中精
力做好各自工作，为政协委员履行职责
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③7

本报讯（记者 刘亚辉）九三学社
河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1月12日在郑
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省
委主委张亚忠向全会作工作报告。

会议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
会、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九三学社十
三届五中全会精神；听取并审议九三
学社河南省第七届常务委员会 2016
年工作报告、九三学社河南省委监督
委员会2016年工作报告，审议关于召
开九三学社河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
决议；表彰社务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

会议认为，2016 年，在九三学社

中央和中共河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九三学社省委坚持以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制度建设为主体，以量化评价
为抓手，以社内监督为保障，完善制
度机制，提高履职能力，各项工作取
得了较好成绩。会议强调，2017年，
要突出政治引领，凝聚思想共识，稳
妥推进换届工作；要聚焦全局中心，
抓好重点课题研究，为改革发展建言
献策；要发挥科技优势，助推脱贫攻
坚，持续推动省际合作、“九地合作”，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科技
支撑。③4

本报讯（记者 高超 刘勰）1月 12
日，记者从省纪委获悉，为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氛围，保障两会顺利召开，省
纪委、省委组织部将在两会期间持续
加强监督检查。

会议期间，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将
联合成立检查组，在郑州市区特别是
代表、委员驻地附近开展明察暗访，重
点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组织隐秘聚
会、相互宴请、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
品礼金、午间饮酒、出入隐蔽场所等行
为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规违纪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始终保持正风肃纪的高压态势，营造
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保障两会顺利

召开。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同时公布监

督举报方式。省纪委举报方式：举报
电 话 为（0371）12388；举 报 网 站 为
http：//henan.12388.gov.cn；来信地
址为省纪委信访室（邮编：450046）；
来访地址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 35
号省群众来访接待中心1号窗口。省
委 组 织 部 举 报 方 式 ：举 报 电 话 为
（0371）12380；举报网站为 http：//
www.ha12380.gov.cn。

欢迎社会各界、广大干部群众通
过以上方式，对两会期间与会代表、委
员及工作人员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
举报。③7

赵素萍在全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省两会准备工作就绪

九三学社河南省委七届七次全会举行

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将于两会期间开展联合检查

营造风清气正氛围
保障两会顺利召开

□本报评论员

信心堪比黄金贵，办法总比困难

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坚定支持

发展、共推发展的信心”的铿锵之音言

犹在耳，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又掷地有

声地强调，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

识，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坚决按经济规

律办事、按中央确定的思路和方法办

事，朝着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

彩的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当时代的脚步迈入 2017 年，我们

面临的形势是复杂而严峻的，承担的

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

从国际上看，全球贸易持续低迷，保护

主义加剧，世界经济仍处在深度调整

中；从国内看，结构性矛盾突出，有效需

求增长乏力，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从我省自身看，经济运行仍存在产业结

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足、工业和民间

投资增长乏力、脱贫攻坚任务重、大气

污染治理难度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磨砺，

始得玉成。其实，经济内在系统发生

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是一种积极的压

力、发展向上的压力、变中趋进的压

力。狭路相逢勇者胜，形势逼人强，唯

有变压力为动力，迎难而上、乘势而为，

方能披荆斩棘、穿云破雾。

“精神爽奋则百废俱兴，肢体怠弛

则百兴俱废”。精气神就是战斗力，个

个似“久旱之午苗”，则蔫头耷脑、每况

愈下；人人如“含露之朝叶”，则朝气蓬

勃、风生水起。信心是充满希望的预

期，信心是激发斗志的力量。

当前，米字形高铁正在织网成型、

郑州机场联通世界、中欧班列（郑州）驰

骋亚欧、跨境E贸易拥抱全球、180个产

业集聚区和 175 个“两区”建设引领新

型城镇化步伐加速；继粮食生产核心

区、中原经济区之后，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相继获得国家批

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

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最近又正式

获批。我省发展优势日益积累、相对

地位日益提高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战略

和政策叠加效应更加凸显，交通区位、

市场规模、人力资源等综合竞争优势更

加彰显，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基础条件

更加坚实，特别是全省上下深入贯彻省

第十次党代会部署，围绕建设经济强

省、打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的

奋斗目标，凝神聚力、扎实工作，干事创

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当此之时，多一分

信心，就多一些希望，多一分力量。

信心不仅来自于清醒的认知、科

学的谋划，更来自于积极的行动、奋发

的作为。我们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突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突出以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

进“三去一降一补”，着力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创

新，着力加快国家战略规划实施和战

略平台建设，着力做到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只要我们将发展的信心和决

心转化为攻坚克难、比学赶超的作为，

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

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铆足干劲，就一

定能在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

的新征程中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3

信心就是力量
——六论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绿扬）1月 12日，
河南省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郑
州闭幕。大会选举产生了省侨联新一
届领导机构和领导班子，董锦燕当选
为省侨联主席。

大会选举产生省侨联第十届委员
会副主席14名（兼职副主席12名），秘
书长1名，常委37名，委员179名。大
会还聘请了委员会名誉主席以及海外、
港澳顾问。大会通过了《关于河南省侨
联第九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
于河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工作细则

（修正案）的决议》和《关于河南省侨联
第十届委员会聘任荣誉职务的决议》。

会议指出，站在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新的战略起点上，侨联工作面临着
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会议号召全
省各级侨联组织要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侨心、汇
集侨智，推动侨联事业在新的起点上
实现新发展。同时，希望全省侨联组
织和广大归侨侨眷在新时期、新阶段
要有新的更大作为，为决胜全面小康、
让中原更加出彩发挥积极作用。③7

河南省第十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闭幕

（上接第一版）当事人深受警醒：“要
不是纪委及时提醒，我可真就摊上事
儿了。”

像这样的情景，在过去的一年经
常出现。数据显示，一年来，全省纪
检监察机关在处置反映问题线索时，
共谈话函询 6572 件次；组织处理
3241人；给予纪律轻处分 25464人，
占处分总人数的82%；给予纪律重处
分5586人，占处分总人数的18%。

在用好“四种形态”过程中，全省
纪检监察机关深入研究，不断探索，
将“四种形态”的要求贯穿于监督执
纪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

在线索处置环节，对三类问题线
索提出谈话函询建议，做到该谈必
谈、该询必询。谈话函询对象的书面
说明，纳入本人廉政档案，以制度化、
规范化推动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在纪律审查环节，合理调配力
量，努力做到三个“三分之一”，即三
分之一的力量抓早抓小处置轻微违
纪问题，三分之一的力量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分之一的
力量查处严重违纪问题。

在审理环节，按照纪在法前的要
求，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
在审理报告等文书中，将违纪问题与
违法犯罪问题分开表述，体现纪律审
查特色。

通过全省纪检监察机关不断践
行“四种形态”，惩处极少数、教育大
多数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日益彰
显。

持续铁腕反腐 无禁区
全覆盖零容忍

去年 11月 17日，省委书记谢伏
瞻到省纪委机关调研时指出，省纪委
聚焦主业主责，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
得新成效。

开弓没有回头箭，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的战斗，
必须决战决胜。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
举报116556件次，立案28964件，处
分31050人，其中处分市厅级干部65
人、县处级干部 950人、乡科级干部
5006人，移送司法机关592人。

省纪委立案查处了路国贤、孙立
坤、赵海燕、朱东晖、鲁轶、常建华、费
银普等一批严重违纪案件。在强有
力的震慑下，全省有 17616 名党员、
干部主动交代违纪问题。

在反腐倡廉逐步深入的情况下,
社会各界对“打虎拍蝇”格外关注,而
巡视工作不仅承担着省委的重托,也
受到群众的殷切期待。

2016年，省委常委会 9次、省委
“五人小组”3次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
小组7次召开会议，听取巡视工作汇
报，研究解决问题，安排部署成果运
用。省委巡视机构如期完成了对九
届省委319个巡视对象的巡视全覆盖
任务。

“去年共开展了三轮对 104个单

位的专项巡视，对焦作市开展了巡视
‘回头看’，发现并反馈‘六项纪律’方
面的问题1447个，向省纪委、省委组
织部移交问题线索366件。”省委巡视
办相关负责人说，依据巡视发现的问
题和线索，已对524人作出组织处理，
对396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移送司法
机关12人，有力发挥了巡视的“利剑”
作用。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任正晓强
调：“要持续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
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做到惩治
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层层传导压力 打通全面
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公报
中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把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到基层，厚植党
执政的政治基础。要推动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一级级向基层延伸，让广
大群众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增加获得
感，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去年 4月，开封杞县化寨村村支
书朱仁民遭到了“当头棒喝”。因为
他在 2014 年改造房屋漏水的问题
时，利用职务便利，以困难户的名义
申请领取了国家危房补贴资金 5000
元。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想，
时隔两年后，开封市委巡察组的工作
人员翻出了他的“老账”。“作为村干
部，以后再不能这样了。”朱仁民悔恨
地说。

“老虎要打，苍蝇也要拍，而且要
勤拍严拍。”省纪委相关负责人说，去
年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小微
权力”，重点查处民生资金、“三资”管
理、扶贫脱贫领域的严重违纪行为，
严肃处理在办理群众事务时贪污侵
占、执法不公等行为，一大批侵害群
众利益的行为被查处，有力推动了强
农惠农等政策落实。

开展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剑指扶贫和民
生等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以来，全省共查处侵害
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9702起，党纪政纪处分 11223人，组
织处理 1066 人，移送司法机关 375
人；开展重复举报集中治理活动，已
办结480件，党纪政纪处理451人，撤
职以上处分 83人，移送司法机关 33
人，追缴违纪资金和挽回经济损失
2465万元。

此外，省纪委每月通报全省查处
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
题情况，定期通报典型案例。去年，
省纪委分12批通报曝光59起典型案
例，形成了有力的震慑作用。

数字的背后，彰显的是全省纪检
监察系统有腐必反、除恶务尽的态
度，也是我省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夯实
根基的力度。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没有完成时，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将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为决胜全
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③4

细数党风政风新变化

（上接第一版）
邓凯在总结讲话中强调，各地各

部门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要
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
努力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一要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把坚持五大发
展理念贯穿于“三农”工作的始终，把
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引领我省“三

农”工作实现新突破。二要准确把握
工作主线，深入领会中央和省委关于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
判断、方向原则和总体部署，紧紧围
绕创新体制机制、形成市场导向、提
高质量和效益、促进绿色发展、增加
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谋划推进我省

“三农”工作。三要聚焦重点任务，围
绕农业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这两个

方面的核心工作，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激活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
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切实
落实好我省“三农”工作各项部署。
四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快形成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农村工
作综合部门统筹协调、各部门各负其
责的工作格局，鼓励支持基层和群众
大胆实践，凝聚推动“三农”工作的强

大合力。
副省长王铁作工作报告，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省政协副主席
钱国玉出席会议。

会上，平顶山、鹤壁、许昌、漯河、
永城、泌阳等市县作了典型发言，省发
改委、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国土厅、
省住建厅、省交通厅、人民银行郑州中
心支行等单位作了书面交流。③4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召开

1月 10日，浚县供电公
司路灯所员工李长民和同
事一起冒着严寒在城区浚
州大道检修路灯。春节将
至，该所员工对城区 4800
余盏路灯进行精心维护，让
城区更加靓丽多彩。⑨7
申军伟 王世文 摄

“点亮”城区
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