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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在脱贫攻坚一线飘扬
组 织 篇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亮河南

08│天下

本报讯（记者 朱殿勇 冯芸 刘勰）
6月 27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代表会
议在郑州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69名
我省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的代表。

会议应到代表 905 名，实到 880
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由省委常委
会主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谢伏瞻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
陈润儿、王炯、翁杰明、赵素萍、任正
晓、李亚、孔昌生、陶明伦、许甘露、马
懿、穆为民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孔昌生向会
议作了《关于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
表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的说明》。会
议通过了选举办法、总监票人和监票
人名单。与会代表遵循党的章程、充
分发扬民主、认真履行职责、严守纪律
规矩，对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候
选人建议人选名单进行了酝酿讨论。
在此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
举产生了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当选的代表结构比例完全符合中央要
求，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谢伏瞻在讲话中说，经过全体代
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
河南省代表会议圆满完成了各项议
程。各位代表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展现出
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同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和忠诚
担当，展现出满怀豪情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的坚定信心和精神风貌。这
次会议，是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的
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求真务实的大
会，是一次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大会。

谢伏瞻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关乎党和
国家前途命运、长治久安的大事，也是
今年全党各项工作中头等重要的大
事。开好党的十九大，对全党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夺
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深信，当选
的每一位代表一定会倍加珍惜荣誉、
牢记使命，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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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把党和人民赋
予的职责履行好，把共产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好，把河南党代表的精
神风貌展示好，决不辜负全省广大党
员的信任和重托，决不辜负全省亿万
人民的殷切期望。

谢伏瞻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就是要扎扎实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
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要坚定维
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在河南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要突出抓好发展第一要务，着力稳
定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新型城镇
化，加强基础能力建设，确保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要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着力
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加快金融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方面取
得更大突破，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保、
农村、司法、生态等方面改革中收到更
多实效；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
设，加快推进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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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着力打造郑州—卢森堡航空物流双枢
纽，在“空中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
和“网上丝绸之路”建设上取得更大成
果，确保发展动力活力不断迸发。要深
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好环境治理攻坚

战，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扎实推进平安
建设，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突出
抓好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唱响主
旋律、凝聚正能量，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工作主动权，确保形成团结奋进的主流
舆论强势。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
导向，驰而不息转作风抓落实，着力构
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确
保党风政风风清气正。

谢伏瞻最后强调，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以饱满的
精神状态、务实的工作作风，撸起袖子
加油干，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在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征
程中迈出坚实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③6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27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
普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施泰因迈尔

和总理默克尔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月3日至6日对上述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7月 7日至8
日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二次峰会。

□本报记者 赵春喜

火车全靠车头带。打赢脱贫攻坚
战，锻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尤
为重要。

6月27日，鹿邑县太清宫镇后双
村，柏油路旁，一座座银色的日光大棚
泛着连片的光晕。

“啥值钱就种啥，我们种植的葡萄
市场上一斤5块钱，来这采摘一斤30
块钱。”村支书解太山介绍。

目前，后双村有160亩日光大棚，
还有一个由废弃坑塘改造的垂钓园和
一个有上百名工人的家具厂。依靠产
业支撑，全村26户贫困户正逐渐走向
新生活。

而以前却不是这样子。就拿出行
来说吧，一条土路连通外界，村民赶个
集都不方便，下场雨就走不成路，别说
其他的了。

解太山当上村支书后，后双村开
始变样了，柏油路通上了，自来水用上
了，天然气也使上了。

“只要做人正派，做事公道，群众
就会跟着你走。”解太山说。

乡亲们的认可，让解太山很有成
就感。而县里的奖惩激励机制，让他
和村干部们更富责任心。后双村已经
连续两年被县里评为一类村，解太山
也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村支书。

“我们对村党组织进行分类定级，

将脱贫工作与村级经费及村干部工资
待遇直接挂钩，激发了村级班子的工
作热情和责任心。”鹿邑县委组织部副
部长秦大兴介绍。

该县对脱贫工作零差错的村，直
接享受一类村党组织待遇，增加村级
经费2000元，村支书、村主任、其他村
干部工资报酬分别为 1750元、1400
元、1050元。差错率在5%以下的，享
受二类村待遇，村干部工资报酬分别
为1450元、1160元、870元。差错率
在5%以上的直接定为三类村，扣除村
级经费2000元，村干部工资报酬分别
为1150元、920元、690元。

发挥榜样的力量，突出示范引领，
起到了“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
作用。

高集乡解庄村党支部书记秦子荣
75岁，在村里德高望重。她的名言

“想发财就别当村干部”，村干部个个
铭记在心。

做了半辈子的村支书，谁家啥情
况，老人了然于心。扶贫更要扶“志”，
老人不顾年迈，挨家挨户解心结。

“人勤穷不久，人懒富不长。勤是
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有心大海能捞
针，无心小事办不成，雨不能下一年，人
不会穷一辈。”乡间俚语喜闻乐见，说
到群众的心坎，点燃致富的希望。全
村原有41户贫困户，目前还剩6户。

（下转第三版）

2017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传递中国声音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本报讯（记者 栾姗）6月 27日，
记者获悉，我省日前出台关于打好转
型发展攻坚战的1个《实施方案》和5
个《攻坚方案》，绘就了我省转型发展
攻坚“路线图”。

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调研
时指出，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
争力，着力打好“四张牌”。如何持续
打好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这张牌？我省把产
业升级作为转型发展的重中之重，集
中力量开展攻坚。

推进转型发展攻坚是省委、省政
府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具体实践，是
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必然要求，是着力发挥优势打好

“四张牌”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我省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增长动能加快转换，方式转变不
断深化，经济发展总体保持平稳健康
态势。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我省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深
层次问题进一步凸显，不加快转型
发展，就难以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
强省的跨越。

为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加快破
解转型发展瓶颈制约，构建产业发展
新体系，提高实体经济发展质量和核
心竞争力，我省制定了转型发展攻坚
战一揽子方案，形成“1+5”政策体
系。其中，“1”是省委、省政府出台的
《关于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明确了我省转型发展攻坚战的
总体要求、攻坚任务和组织实施，是

“规划图”；（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何可）6月
20日深夜，巩义市住建局干部赵炎峰
依然奔忙在小关镇张庄村扶贫一线，
被贫困户亲切地称为“贴心人”。谁能
想到，两个多月前，因长期未巡检所辖
工地，造成工地违规施工扬尘污染，他
进了“执行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赵炎峰的转变，折射出巩义市积
极响应全省作风转变攻坚战号召，大
力开展执行力提升年活动的成效。

巩义市近年来深入实施“4+4+2”

重点工作推进机制，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出良好态势。面对美好的蓝图，如
何干的问题摆在巩义各级干部面
前。市委书记袁三军认为，蓝图化为
现实，需要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抓实
干的劲头，需要进一步提升党员干部
执行力。

围绕执行力提升，巩义打出一套
整饬纪律、转变作风、提高效能、优化
环境的“组合拳”。

（下转第十四版）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代表会议在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69名我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

6月27日，中国共产党河南省代表会议在郑州召开。⑨6 本报记者 董亮 杜小伟 摄

习近平将对俄罗斯、德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发展的原动力始自这里

我省绘就转型发展“路线图”

更多内容详见 02│特刊

巩义多措并举助推执行力提升

09│影像中原

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

延津县优质小麦今年喜获丰收⑨6 李建斌 摄

□本报记者 高长岭

“今年的麦一亩地打了 1400 多
斤，我种地这5年来，今年小麦产量最
高。这几年跟着公司干，有农业专家
指导，种的麦子是优质小麦，种的花
生是优质花生，产量高，价格也高。
只要种好地，比出去打工强，一年赚
辆小轿车不成问题。”6月26日，延津
县小潭乡新堤村村民李红军说。

李红军说的公司，是河南邦邦种
业有限公司。邦邦种业是延津县的
一家种子公司，有种子繁育田3万亩，
新堤村是公司的繁育种植基地之一，
李红军也是公司在新堤村种植基地
的负责人，村里近 3000亩地咋种咋
管，由公司安排。

5年前，在外边打工的李红军回
到村里，跟着邦邦种业公司学种地。

他家承包的责任田有 20亩，又流转
了30亩。

新堤村原来有不少沙荒地，10年
前国家进行土地整治，铺路、打井，一
旱就能浇水，沙荒地变成了良田。原
来平均一亩麦能打600斤左右，现在

一亩能打1200斤以上。
“俺种这麦可不一般，是咱省小

麦育种专家茹振钢老师培育的小麦
新品种‘百农4199’，公司供应原种，
省里还对种优质小麦每亩补贴30块
钱，统一病虫害防治每亩又补贴 15

块钱，公司回收小麦每斤比市场价高
一毛钱。”李红军说，一亩地小麦刨去
各种成本，能挣七八百块钱。

小麦收割前，村民们已经在小麦
地里套种上了花生，现在花生秧把地
都盖严了。李红军说，花生每亩能打
千把斤，一季下来也能挣 1000多块
钱。去年新堤村试种了6个品种的花
生，今年公司又引进高油酸花生新品
种，产量高、品质好。村里的乡亲都盼
着有更好的新品种，能卖个好价钱。

“每亩地一年至少挣2000块钱，
我这50亩地，一年落个十来万块钱，
比较正常。”李红军说，两年前买了一
辆小轿车，裸车就9万多元，想着咱就
种个地，没有敢买太贵的。在家种地
的，买辆轿车也不稀罕，新堤村 100
多户人家，小轿车就有七八十辆。

花生种得多，花生秧就多，李红军
人脉广，把村民的花生秧卖给外地的
养殖大户。生意上来往得久了，有搞
养殖的朋友劝他，你们家那么多花生
秧，干脆也养牛呗。今年初，他从承德
买了20头牛犊。（下转第三版）

种优质麦，一年赚辆小轿车


