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曼迪

5月24日，郑万高铁宛城制梁场
上，2台近10层楼高的450吨轮轨式
提梁机缓缓将箱梁提起，放置在桥面
的运梁机上，箱梁将被运送至白河特
大桥施工现场，完成箱梁架设作业。

“沿线群众对高铁的期待度和
关注度都很高，我们得加把劲儿。”
该标段项目副总工程师陈志告诉记
者，每次作业时总有群众来和他们
唠上几句，询问施工的进展。这位
曾参与过郑徐、郑西高铁建设的老
铁路人，见证了我省“米”字形高铁
的成长，感受着沿线群众对郑万高
铁架起西南黄金通道的深切期盼。

过去，南阳的铁路运输主要依靠
焦枝铁路、宁西铁路，交通优势不够
一直是南阳人的心结。作为豫西南
的人口大市，南阳的客流长期出现向
许昌、襄阳、信阳等地分流的现象。

“尽管南阳车站现在到全国各地的车
都有，但是速度慢、时间长，动辄就在
5 个小时以上，出行的时间成本太
大，商务出行大家都宁愿到附近的襄
阳、信阳乘坐高铁。”在卧龙区做生意
的李果对此感受颇深。

不仅如此，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
渠首所在地，南阳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但因为交通的制约发展受限。“快
旅慢游时代，人们不愿意把时间浪费
在车厢里，在一些旅游线路中，南阳
往往成为中转站，留不住人自然难以
刺激旅游消费。”南阳国旅负责人说。

郑万高铁的建设开通，标志着南
阳加入高铁“朋友圈”，从南阳到郑州

“一小时交通圈”，催生“同城效应”,
不仅将增强南阳旅游对传统豫陕鄂
客源地的吸附能力，借助郑州这个
枢纽，北至北京，南下与川渝等地的
互联互通，将促进南阳整合区域旅
游资源，加快沿线旅游资源开发，促
进库区移民稳定致富和沿线地区经
济发展，实现南阳旅游产业发展的

“加速度”。
有人说“高铁是没有翅膀的飞

机”，对于南阳来说，高铁更像是助力
发展的新“翅膀”。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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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5月31日，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会见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
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黄河下游滩区居民迁建、加
强党内法规工作等。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主持会议。

陈润儿、翁杰明、赵素萍、任正晓、
李亚、陶明伦、许甘露、马懿、穆为民
出席会议，刘春良、王铁、史济春列席
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
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
大会代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充分肯
定了公安队伍不怕牺牲、不畏艰险，为
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平安作出的
杰出贡献，饱含着对广大政法公安民
警的深切关怀，寄托着对人民公安事
业的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
公安工作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四句话、

十六字”总要求，为在新的起点上推动
政法公安事业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引
领。全省各级政法公安机关要把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进一步提振精气神、凝聚正能量，
全力以赴做好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各项工作，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要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灵魂，
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位的政治要求，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更加自觉地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坚守执法公正的价值取向，锻造纪
律严明的过硬队伍，为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提供坚强有力的保证。各级党
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法公安工作，热
情关心关爱广大政法公安民警特别是
一线民警，为大家更好地履行职责优
化环境、创造条件。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河南省

黄河下游滩区居民迁建规划》。会议
指出，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是事关黄
河安澜的百年大计，是事关滩区群众
脱贫致富、共奔小康的民生工程，也
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历史性大事。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
识，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把党中
央、国务院对河南的关怀支持化作动
力，扎扎实实、认认真真把这件好事
办好、把难题攻破。要科学编制年度
实施方案，加强资金保障，落实好相
关政策，坚持搬迁与拆旧复垦同步推
进，确保如期完成任务。要认真落实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群
众参与”的迁建管理体制，明确责任、
统筹安排，形成迁建合力，真正把黄
河滩区居民迁建打造成廉洁工程、民
心工程。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河
南省委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工作的意
见》。会议指出，党内法规是管党治党

的重要依据，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有力保障。要提升认识。充分认
识加强党内法规工作的重要意义，认
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
党中央部署要求，切实把加强党内法
规工作作为一项政治责任抓实抓好。
要完善体系。牢牢抓住质量这个关
键，把牢政治方向，结合河南实际，突
出务实管用，注重统筹推进，确保我们
制定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立得
住、行得通、管得了。要抓好执行。各
级党组织要切实承担执规主体责任，
把贯彻执行纳入党委年度重点督查范
围、作为巡视巡察重要内容，真正使党
内法规制度成为硬约束。要保障有
力。健全党委负总责、主要领导负第
一责任、分管领导负直接责任的责任
落实体系，发挥好省委党内法规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不断开创党内法
规事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③6

本报讯（记者 屈芳）5月31日上午，省
长陈润儿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河南省黄河下游滩区居民迁建、支持洛阳市
加快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等工作。

会议强调，用 3年时间，优先、分批解
决地势低洼、险情突出黄河滩区20多万群
众迁建问题，帮助滩区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实现保障黄河安全与滩区发展“双赢”。

会议原则通过了《河南省黄河下游滩
区居民迁建规划》。会议指出，多年来，党
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十分关心黄河
滩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尽快脱贫致
富。5月 8日，李克强总理莅临河南，实地
考察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情况，并主持召开
专题座谈会议，从政策上对滩区居民迁建
工作给予支持，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心系百姓、关注民生的真挚
为民情怀，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
总理对中原人民的一片深情厚谊。我们一
定要进一步统一认识，深刻领会滩区居民
迁建工作对提高黄河行洪能力、改善自然
生态环境、加快脱贫致富进程、确保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意义，带着特殊的感情，
以特殊的使命担当，将这件“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的大事抓实抓好。

会议要求，滩区居民迁建工作要明确
原则，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群众自愿，科学
规划、分批迁建，整村搬迁、集中安置，统筹
实施、注重实效”。要落实任务，按照
2017~2019三年外迁安置24.32万人的目
标要求，压茬推进。要统筹实施，注意同步
推进基础设施配套、居住环境改善、产业扶
持发展、公共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滩区居
民不仅“搬得出”，还能“稳得住”“富得快”。

会议强调，按照“省负总责、市县落实”
的要求，省里将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明确
相关部门职责，有关市县要压实责任、抓好
落地。要做好资金筹措，做到中央和地方
财政补助资金、部门项目资金、群众自筹资
金等“多措并举”。要落实好国家支持政
策，整合、优化各类扶贫资源，用好土地和
交通、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配套的相关政
策红利。规划正式批复后，要倒排工期、抓
紧推进，争取这一滩区群众期盼的民生工
程尽快落地见效。

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支持洛阳市加
快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
见》。会议认为，支持洛阳建设中原城市群
副中心城市、将其打造成为带动河南发展
新的增长极，（下转第二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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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扶贫优势、党建活力转化为攻坚动力

平顶山：党建引领聚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张建新 本报通讯员 张宏怡

仲夏时节，叶县常村镇府君庙村
草木葱茏，曾经坑坑洼洼的乡村小路
如今宽阔平坦，家家门口通了水泥
路。村民们说，有了扶贫驻村工作队，
俺们村变美了。

大刘山脚下，郏县茨芭镇北竹园
村，昔日的穷乡僻壤演绎着蝶变“花果
山”的美丽传奇，山清水秀，游人如织。
村委会的同志说，在驻村第一书记王文
生的带领下，俺们村很快就能脱贫了。

类似这样的点赞，在平顶山的贫
困村中屡见不鲜。

“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
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平顶山市委书记
胡荃说，“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党，
在党的各级干部。”如何发挥党组织在
扶贫攻坚中的核心作用，平顶山在不
断地探索中答案愈发清晰。

选优配强 打好扶贫“主动仗”

5月22日，鲁山县辛集乡三西村驻

村第一书记崔校秋吃罢午饭，来到贫困
户杨国立家里走访。看着“危房”变“新
房”，杨国立喜极而泣，“崔书记，俺知
道，这是你自己出钱给俺盖的房子。”

驻村1年多来，崔校秋把件件实事做
进村民心坎里：协调资金1000余万元，
给村子修桥、铺路、安路灯、打机井；为村
子85户贫困户量身定制脱贫计划，帮助
他们发展养猪、养羊、种葡萄等项目。

工作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平
顶山在全力打造扶贫攻坚中坚力量的
过程中，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将32名
群众认可的优秀干部调整到贫困县、贫
困乡任职；下派驻村第一书记686名，
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把2名有乡镇
党委书记经历的年轻干部提拔到市扶
贫办任职；择优选派20名年轻干部到

市扶贫办挂职锻炼……脱贫路上，一股
股强劲的攻坚力量在积聚迸发。

真扶贫才能真脱贫。针对扶贫作
风中存在的“虚、浮、假”现象，平顶山
建立“三联三包三到”机制，即市级领
导联县包乡到村、县级干部联乡包村
到组、乡级干部联村包组到户，真正使
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甩开膀子、撸
起袖子、干出样子。

夯实基础 建强扶贫“硬堡垒”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
攻坚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由于村党
支部班子瘫痪，昔日的贫困村鲁山县
张良镇郭沟村种地靠天收，人都往外
走。张良镇党委认真分析村党支部致
瘫原因，及时配齐配强班子成员，建强

组织，夯实基础。新任村支部班子带
领群众，因地制宜发展核桃种植 800
亩，闯出了一条脱贫致富路。

给钱给物，不如帮助建个好支
部。作为扶贫攻坚的前沿阵地，平顶
山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基础，通过县
级干部包村、下派扶贫工作队、派驻第
一书记等措施，着力推动 215个软弱
涣散村党组织，特别是39个贫困村软
弱涣散党组织整顿转化，调整配强12
名贫困村党支部书记，推动村级党组
织书记带头履职尽责。

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发展产
业是实现脱贫攻坚之要。平顶山以叶
县为试点，通过“支部+企业+农户”等
方式，依托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为农业增效、为农民增收。

叶县常村镇西刘庄村是地处偏远
山区的贫困村。村两委干部以组织农
户建立村扶贫资金互助社为抓手，积
极打造村级小银行。目前，全村 319
户参加了扶贫资金互助社，占全村农
户 98.2%，扶贫资金互助社可支配资
金 63万元，累计发放资金 650万元。
通过资金扶持，该村形成了养羊、林果
两大主导产业，其中栽培林果1000多
亩，养羊 3000余只，全村人均纯收入
达到 4800元。国务院扶贫办先后两
次在叶县召开互助资金现场观摩会，
西刘庄村互助资金项目被国务院扶贫
办称为“叶县模式”，已在全国推广。

人才支撑 激活扶贫“土专家”

5月 21日，在鲁山县马楼乡官庄

村，县农业局退休干部田广须正为群
众指导艾草种植技术。像田广须这样
的科技人才，在鲁山师资库内有几十
人。县委组织部定期组织他们到贫困
村讲党课，到地头传技术。

人才，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生力军。
平顶山大力实施“集聚英才、助力扶贫”工
程，着力发挥专家精英、乡土人才、职业农
民的重要作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
面小康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实施“农村科技特派员”计划,
下派科技特派员168名，成功对接383
个贫困村，深入开展科技试验、推广和培
训，着力解决农村产业发展技术难题。

——充分发挥驻村帮扶队作用，组
织1.58万名机关党员干部与贫困户结
成帮扶对子，帮助贫困户脱贫8962户。

——建立“土专家”“田秀才”创业
支撑平台，鼓励本地人才带头创办农
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动周围群众增收致富。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建国 何美芳

5月 26日，中国研学旅行联盟成
立大会暨红旗渠研学旅行论坛在红旗
渠胜利召开。此举旨在落实教育部、
国家旅游局等11部委《关于推进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加强红旗渠研
学旅行资源宣传，促进中国研学旅游
健康快速发展。

联盟大会提出，将红旗渠定为联盟

的常设会址、副理事长单位，并围绕红
旗渠制定了《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团体系
列标准》和《中国研学旅行联盟红旗渠
宣言》。大会形成“中国研学旅行从红
旗渠走来”的共识，并决定将每年的5
月26日确定为“中国研学旅行日”。

红旗渠研学旅行论坛也渗透了行
业领域的新高地。国内专家分别围绕
《研学旅行与优秀文化的传承教育》等
方面进行主题演讲，并提出将红旗渠
研学旅游基地打造成全国知名品牌。

据悉，上世纪60年代，林州人民在
太行悬崖修筑了1500公里的“人工天
河”。在那里孕育的“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历经岁月变换，仍然历久弥新。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研学旅
游目的地城市、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等单位的300多人参加。

（相关报道详见今日第三版《中国
研学旅行从红旗渠走来》）

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在红旗渠成立

本报讯（记者 侯皓）“曾经我喜欢
你散发出的淡淡墨香，在翻阅的过程
中发出哗啦啦的声响；现在我习惯把
你握在掌心，在指尖滑动间畅快阅读
与分享……”

6月1日，当你打开手机，全新改版
的河南日报客户端将跃入你的眼帘。
根植中原大地、68年弦歌不辍的河南日
报和刚满一周岁的河南日报客户端，从

“相加”走向深度“相融”，完成美丽蝶变。
白驹过隙，转眼一年，新识已成故

友。还记得去年召开省第十次党代会
时，来自基层的党代表鲁新爱下载河
南日报客户端时欣喜的情景。

“回去让乡亲们了解会议精神就靠
它了！”当他从自己手机上第一次打开

客户端，一下子就被党代会丰富的报道
内容所吸引，音视频直播、无人机航拍、
H5产品、互动游戏、电子版号外……满
眼新鲜，这个红脸膛汉子的眸子变得越
来越亮，随即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伴随着报道手段的不断创新突
破，原创栏目的“金字招牌”越擦越
亮，河南日报客户端的朋友圈越来越
大。（下转第二版）

河南主流新媒体 中原政经第一端

河南日报客户端新版上线
党端引领深融发力 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再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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